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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汝纪轩

她是瑶乡小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
一步一个脚印， 从乡镇卫生院护士到县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 可谓是仕途平顺、 光宗耀
祖。

但被贪欲蒙蔽双眼后，她失去了方向、丧
失了本色、丢掉了宗旨，最后沦为阶下囚，引
起一片哗然。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平时不注重学
习，不坚定自己的信仰，只想着走捷径，负能
量的东西、 见不得光的做法就这样慢慢侵蚀
自己的每寸‘肌肤’，让自己‘中毒至深’。”面
对组织调查， 汝城县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
陈树娇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因严重违纪， 陈树娇于2017年5月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近日，汝城县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该案的始终。

背离初心，借灾敛财25万元

陈树娇是原小垣瑶族镇人（现为延寿瑶
族乡），研究生文化，曾在原文明乡中心卫生
院、原县卫生局、原县药监局工作。2011年8
月至2013年2月，任汝城县原商务局局长。

2013年2月， 陈树娇从汝城县商务局调
至三江口镇任党委书记。上任之初，她一心扑
在工作上， 经常起早摸黑， 到处争取资金项
目，希望三江口镇锦上添花，并获得群众的认
可。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眼看年纪增大，陈
树娇的心态慢慢发生变化， 不再以服务群众

为中心，而是以“提升”自己为己任，绞尽脑汁
“跑官要官”。

为增加升迁的“砝码”，陈树娇一边借外
出学习考察之机，公款送礼跑关系；一边通过
套取项目资金筹集“跑官”经费，以备关键时
刻能使上劲。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更是让陈
树娇在背离初心的迷途上渐行渐远。

2015年7月4日， 三江口镇发生特大洪灾，
基础设施和农作物受损严重，为尽快重建受灾
蔬菜基地，陈树娇以汝城县绿和公司的名义到
县发改局争取到了30万元“菜篮子”项目资金。

绿和公司收到30万元资金后，陈树娇便
安排绿和公司股东之一的丈夫陈某给该公司
留5万元， 剩下的25万元则由陈某以现金的
方式给自己。就这样，陈树娇利用职务便利，
将三江口镇25万元“菜篮子”项目资金收入
私囊用于购买商铺。

任性用权，插手项目停不了

在三江口镇任党委书记期间， 陈树娇除
套取项目资金外， 还时常收受一些老板的红
包礼金，利用职务之便为老板们提供“便利”。
在这样的“人情往来”中，陈树娇的党性原则
也逐渐被腐蚀殆尽。

“7·4”洪灾过后，三江口镇政府多处被
淹，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在灾后重建过程中，
陈树娇违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未经会议讨论研究， 擅自做主分别将三江口
镇办公楼灾后重建改造工程、食堂维修工程、
镇区排水排污工程和附属设施园林景观工程
承包给与她“关系密切”的几位老板。

原则之门大开后， 陈树娇还利用职务之

便，为其亲属承揽工程谋取利益。2015年12月，
陈树娇调至井坡镇任党委书记后， 发现该镇领
导宿舍条件较差，便打算对其进行重新装修。事
后， 陈树娇安排井坡镇武装部长李某将该工程
交给其外甥张某承揽， 而张某又将工程转给一
同学，并从中获利4万多元。

执迷不悟，对抗审查堕深渊

“悬崖勒马，为时不晚”，但陈树娇却到了悬
崖还不知“调头”。面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初核，心
存侥幸的陈树娇自以为“风声”一过就能“扛”过
去，试图通过对抗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

2016年10月，汝城县纪委收到一封群众反
映陈树娇在三江口镇任党委书记期间存在违纪
问题的举报信。县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对陈树
娇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

听到“风声”后，陈树娇不仅不认真查摆问
题、分析原因、主动坦白，反而多次找三江口镇
原镇长、原财政所长和承揽工程的老板商量，要
求他们隐瞒三江口镇通过虚假项目和虚开发票
套取公款用于送礼走访、个人使用、私分等违纪
事实，以更好地应对纪委调查。

“纸终究包不住火”。经过大量的核查走访，
调查人员最终摸清了陈树娇的违纪问题。2016
年12月，汝城县纪委对陈树娇的问题予以立案
调查；2017年5月，陈树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直至“落马”，陈树娇才幡然悔悟。她在忏悔
书上写道：“错误的观念导致自己行为出现偏
差，错误的行为换来今天血的教训。过去的种种
劣迹让我无法也无颜面对家人，更愧对组织多
年来的培养，给组织抹了黑，我后悔不已！”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殷平

145节巨型钢桁梁“高度吻合”；100
多万颗螺丝钉“零失误”；230多米索塔竖
起了“新高度”；1480米主跨缔造了“新跨
度”……

他和团队创造了中国桥梁的“世界跨
度”，为杭瑞洞庭大桥这个“超级工程”提供
了坚实保障。 他就是省国资委优秀共产党
员、杭瑞洞庭大桥A1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
朱立山。

立夏时节， 全线贯通的杭瑞洞庭大桥
如一道人间彩虹， 横卧在洞庭湖的碧波之
上，蔚为壮观。

桥高人为峰。在朱立山眼中，自己仅是
大桥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他感慨：“共
产党员应该身先士卒，有成就,才会有幸福
感,这只能通过奋斗！”

今年47岁的朱立山，长期专注于“筑路
架桥行天下”的事业上。1994年9月，他大
学毕业后，成为“路桥湘军”中的一员。领导
找他谈话：“你最想去哪？”朱立山回答得很
坚决：“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我就去哪
儿！”

就这样，他先后参加了铜陵长江大桥、
黄山太平湖大桥、南京长江二桥等10多座
大桥施工建设。 从一名普通的桥梁现场施
工技术员， 成长为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长江分公司副经理兼杭瑞洞庭大
桥A1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

身先士卒，是朱立山的真实写照，在杭
瑞洞庭大桥建设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5年，杭瑞洞庭大桥项目处于最艰难时
期，技术问题复杂、施工进度滞后。他临危
受命，服从组织安排，随后主持项目建设的
全面工作。

一张古铜色的脸，两鬓已现白发。他看
上去大大超过了实际年龄，“老朱” 这个称
呼已成了他的代名词。这一切，熟悉他的人
看在眼里：他对桥梁事业倾注了真心真爱！

为保证大桥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朱立
山一直坚守“一线”。大桥索塔下横梁第一
次砼浇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施工节点。当
时，他双脚痛风严重，仍然带病上阵，连续
奋战40多个小时， 顺利完成施工任务。看
到他一瘸一拐走路，同事由衷感叹：朱立山
真是“铁汉”。

项目工地里，流传着一则“带着母亲筑
大桥”的故事。朱立山每天6时以前准时起
床，只要不出差，铁定在一线督战。可让他
忠孝难两全的是，母亲一直病魔缠身，在老
家无人照顾。

为照顾母亲，他与妻子商量：舍小家为
大家。他们将母亲接到工地，妻子停薪留职
来工地照顾母亲。为了大桥建设，他举全家
之力，目的只有一个：大桥能优质、高效早
日通车。

斗严寒、战酷暑，是路桥人的“家常
便饭”。在大桥钢桁梁吊装期间，朱立山
带领团队克服罕见洪水、 高温酷暑等诸
多困难， 创造同类桁梁安装的“洞庭速
度”。

技术创新是特大型桥梁建设的“核动
力”，杭瑞洞庭大桥施工环境复杂，技术难
度大。 朱立山集合项目技术骨干成立技术
攻关小组， 紧紧依靠集团科技创新平台及
业主、设计单位的技术支撑，先后对板桁结
合加劲梁架设、高大支架平移、无人机架设
先导索、 低位运梁栈桥等多个施工关键技
术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空前成功。他和他
的团队创造了《悬索桥锚碇型钢锚固系统
支撑定位方法》等9部工法，并获得了《一种
空中无轨架设悬索桥加劲梁的方法和设
备》等4项发明专利，项目部还荣膺“全国优
秀质量小组”。

一生漂泊在外， 朱立山带给家乡父老
乡亲的，是数不清的荣誉，以及各地群众送
给他的称呼：“桥梁专家”“大国工匠”“事业
狂人”“热血铁汉”……他说，有过遗憾，但
是过得值，余生愿再多修几座大桥。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昭菲

19年前，他伙同他人绑架杀害被害人文
某后潜逃；

19年后，他偷偷回到长沙，被抓获归案，
坐上被告席。

这个人就是郭强。2018年5月8日， 他被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此案再
次昭示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

19年前，那个恐怖深夜

让时间回到19年前。
1999年8月起， 被告人郭强（1972年出

生，湘潭县人）与原湖南全信新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驾驶员伍学兵（已处决）多次策划绑架该
公司总经理文某（男，殁年36岁），并商定在
文某情妇许某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中路一
处住宅内动手。

1999年11月1日中午，伍学兵获悉文某
从北京出差回长沙，遂打电话通知郭强。郭
强纠集林建（已处决）、王泽亚（已处决）于
当天下午4时许窜至长沙市某宾馆。 当晚，
伍学兵赶至该宾馆，4人共同策划作案流
程。

当晚10时许，当文某用钥匙打开许某房
门时，躲在门外的郭强上前将文某往房里推，
在房内守候的王泽亚、 林建则同时将文某往
房内拉。入室后，林建持自制枪枪托，王泽亚
持刀柄将文某砸昏倒地。接着，郭强等3人将
文某的手、脚捆绑并用胶带纸封住其嘴巴，抢

走其随身携带的钱包等物品。
11月2日凌晨，郭强、伍学兵用抢得的文

某的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人民币
3000元。当天上午，郭强向文某勒索钱财，文
某被迫与公司会计联系， 叫会计送人民币
400万元至长沙市通程大酒店2219房， 因会
计误听为40万元，仅送了40万元。

林建进入2219房将40万元取出后交给
郭强， 郭强分别口头和电话告知林建、 王泽
亚，要他们杀害文某、许某二人并焚烧现场。
林建遂购买了汽油和蜡烛， 王泽亚持刀捅刺
被害人文某颈部、腹部各一刀。随后，林、王二
人纵火后逃离现场。文某当场死亡，许某被警
民救助脱险。

经法医鉴定： 死者文某系他人纵火导致
生前灼烧窒息死亡，被害人许某受轻微伤。

19载潜逃，偷偷回长沙后落网

被告人郭强与伍学兵、林建、王泽亚将劫
得的现金40万元予以平分，郭强分得赃款10
万元后畏罪潜逃。

郭强逃至湘潭市后， 不久就和妻子刘某
逃到南昌， 然后去了东北， 之后到了安徽宣
城。他先是在一个洗浴场所当服务员，后来盘
下一个KTV，积累了一些钱。潜逃期间，他化
名李小平，办了一个假身份证。

2017年7月4日凌晨， 公安民警根据线
索， 在长沙市岳麓区佳兴世尊酒店将化名李
小平的被告人郭强抓获。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

强犯绑架罪，于2017年10月24日向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被害人文某女儿向长沙市中院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长沙市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
12月8日第一次开庭进行审理。

拒不认罪，一审获死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强伙同同案人
为勒索财物而绑架被害人文某、许某，为罪行
不败露而指使同案人杀害被害人， 致文某死
亡，其行为构成绑架罪。郭强的犯罪手段极其
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应当予以严惩。郭强的犯
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文
某女儿造成经济损失丧葬费30080元， 应予以
赔偿。

被告人郭强辩称没有指使同案人杀害被
害人文某， 辩护人辩称郭强不对死亡后果负
责，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法院经审理查明，事
实并非如此。郭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和指挥
作用，系主犯。辩护人辩称郭强犯罪后悔罪态
度好，请求从轻处罚。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强作
案后外逃， 冒用他人身份躲避公安机关抓捕，
没有积极投案和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
被抓捕后否认自己指使林建、王泽亚杀死被害
人等主要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法院对辩
护意见不予采纳。

法院遂以绑架罪判处被告人郭强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
令被告人郭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被害人文某女儿经济损失30080元。

“菜篮子”打水一场空
———汝城县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陈树娇案件剖析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法治故事 19载潜逃亦枉然
郭强绑架杀害他人一审获死刑

5月8日， 学员们在进行筷子夹弹珠比赛。 当天， 龙山县老年大学趣味体育运动会开幕， 筷子夹弹珠、 象棋、 跳绳等活动让老人们广交朋
友， 丰富了他们的晚年文化生活。 曾祥辉 莫白林 摄影报道

老年大学趣味运动会

朱立山：
创造“世界跨度”
的“铁汉”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治国 方丕世

“长势虽好，但一分种九分管，还得看
看你们的后期管护。”5月6日， 在桑植县瑞
塔铺镇潮水河村100亩黄金桃基地里，东
旺坪村党支部书记吴不为在认真参观完
后，心服口不服，并暗下决心：要全力搞好
村里63亩优质稻生态园的管理，在镇里的
“产业擂台”上，与产业发展最好的潮水河
村一比高下。

今年4月， 瑞塔铺镇党委设下党建、精
准扶贫、社会综治、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居
民医保服务、居民养老服务七大“擂台”。每
个“擂台”设有排名，全镇15个村(社区)党
支部可按照排名向前选择“攻擂”对象。镇
里为“擂主村”设置相应奖金和流动红旗，
按季度或年度进行评比。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正与贫困户商
讨脱贫路子的罗家边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先
虎， 想在精准扶贫擂台上取得好成绩，“如
果不动真格，别人的‘擂台’攻不下来，自己
的‘擂台’也守不住。”

在王先虎的带领下， 罗家边社区通过
“党建+”模式，取得“队伍强、环境美、产业
旺、风尚好”的效果，成为该镇的党建标杆。
摆下“擂台”后，定家峪村、老岩桥村等村发
起挑战，纷纷来观摩取经，决意在合适时机

进行“对决”。
在其他“擂台”，各村(社区)也是互不相

让、暗暗较劲。
“向去年取得第一的鸟儿岭村开炮。”

多年来， 鸟儿岭村的居民医保服务工作一
直排全镇第一。此次活动中，瑞市村向鸟儿
岭村下了“战书”。

瑞市村因3个村合并， 人口基数大，居
民医保缴费任务量为全县最高，更是原“擂
主”鸟儿岭村的两倍多。为挑战成功，瑞市
村的村干部们“拼”了，每天一大早就挨家
挨户宣传政策， 调动群众自愿参保的积极
性，一直忙到深夜。仅3天时间，15.4万元缴
费任务全部完成，成为新“擂主”。

“一时大意了，不然这个‘擂主’丢不
了。” 鸟儿岭村党支部书记彭齐权对本村
“大意失荆州”很懊恼。他说，村里决定在社
会综治、环境卫生两个“擂台”上，以实际成
效发起冲击，争取能扳回积分，在年底总排
名上取得好名次。

“村村都是‘擂主’，人人皆要挑战。”瑞
塔铺镇党委书记屈海波告诉记者，“擂台”
比武的活动正在扩散开来，村与村、支部与
支部、书记与书记之间的较量，已经逐渐延
伸到村组干部， 甚至是群众之间的相互比
拼，“计划联合周边几个乡镇， 摆下一个更
大的擂台，形成干事创业新高潮，全面提升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奋斗的激情。”

党委“摆擂” 支部“比武”

�荨荨（紧接1版①）二期线设于长江南路、长
江北路和衡山路，全长约9公里，将与一期
连接形成12公里智轨示范环线。一期全线
共规划配置15列智轨列车，试运行的时间
计划为三个月，试运行结束后将进行专家
评审，进而转为商业运营。

中车株洲所城市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彭忠红介绍， 智轨列车投资成本低、建

设周期短、 城市适应性强， 在旅游观光
区、 机场、 生态小镇等特定功能区具有
优势。自去年6月智轨列车发布以来，前
来中车株洲所考察智轨列车的团体超过
150批次，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新西
兰、 巴西等国家的20余个海外城市。除
株洲外，2018年预计开通智轨线路的城
市超过6个。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生产智能化， 带动产品更加智能化和

国际化。车间内，5台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正
在进行装配， 其中一台将参与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地铁建设， 这是我国首台“自驾出
海”到欧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品牌
盾构机。

目前我国90%以上的隧道施工， 仍然
采用传统人工钻爆法， 铁建重工生产的智
能型凿岩台车、混凝土喷射台车、多功能作
业台车等装备，正在让隧道施工向数字化、
无人化作业迈进。如，对于100平方米的断

面隧道钻孔， 传统人工需15-20人同时作
业，钻3米深的孔需要10-15分钟；而全智
能三臂凿岩台车仅需2人， 可在1分钟钻出
3米深的孔。最重要的是，人工作业不仅存
在危险，而且容易出现误差；机器作业经过
精确计算，钻出的孔能达到光面爆破效果，
即爆破得刚刚好，既不多炸，也不少炸。

“铁建重工正在向全智能化装备的目
标进军。”铁建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
香介绍。据初步计算，该基地建成投产带来
新增就业岗位3000个，新增年产值50亿元
以上。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据统计， 一季度全省园区拥有各类企

业45913个，其中工业企业近2万个，这些
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459.03亿元，
同比增长12.3%； 利润总额345.67亿元，同
比增长19%；上交税金307.31亿元，同比增
长6.3%。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是重要

主导产业。
全省园区“活力”十足，成为我省开放

崛起的重要载体， 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
19.79亿美元，同比增长35.1%，占全省总量
的49.5%； 实际使用省外境内资金487.63
亿元， 同比增长10.9%， 占全省总量的
33.8%；实现进出口总额389.25亿元，同比
增长39.5%，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