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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悠长的二胡声， 丝丝缕缕，
欲断又连； 圆润浑厚的大阮， 相
伴相随， 回味悠长。 5月23日， 湖
南省歌舞剧院副院长、 著名二胡
演奏家张音悦与几位演奏家正在
排练。

二胡的缠绵、 大阮的温润、 笙
的低沉、 钢琴的跳跃， 这些不同的
乐器在合奏时变得水乳交融， 相
得益彰。 一曲 《伊人》 缠绵悱恻，
依稀可见那在水一方的伊人。 张
音悦透露， 下个月， 这首 《伊人》
将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进行首
演。 “这首作品传递出的绵绵情
愫， 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特色。
这次演出， 我们将让中国民乐和
湖湘情韵再次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光彩。”

6月2日， 由张音悦领衔， 来自
湖南省歌舞剧院和长沙市音乐家协
会的11位优秀青年艺术家将应邀
赴美参加“东方之春” 亚太艺术节
系列活动， 与华盛顿中国民族乐
团、 华盛顿青年室内乐团合作， 用
二胡、 琵琶、 古筝、 笛、 箫等民族

乐器演绎一台民族音乐会。 此次活
动由湖南省文化厅、 湖南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 长沙市委宣传部担任指
导， 湖南省演艺集团、 华盛顿中国
音乐家协会和长沙市文联共同主
办。

虽已多次出国演出， 这次却是
张音悦极为重视的一次。 她说：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世界顶级艺术
殿堂， 在国际文化艺术界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的民族音乐能
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舞台上展现
出来，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们一
定要好好把握。 ”

从定好的节目单上， 不难看出
每一个节目都费尽心力。《中国花
鼓》《十面埋伏》《枫桥夜泊》《戏说乾
元宫》《空山鸟语》《二泉映月》《伊
人》《九儿》《鸿雁》《湘妃之恋》……
仅听名字， 就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
中国风。 届时， 国家一级演奏家李
磊，优秀演奏家李庆、黎芸、范春宜
等将同台演出。

除了作品 《伊人》 是首演， 作
品 《戏说乾元宫》 也是首次在世界
舞台上演出。 张音悦说： “这件作
品是唢呐独奏， 它以长沙弹词为基

调， 仿俗语方言作谐音， 非常有特
色。 整首曲子中， 欢快的唢呐声把
火宫殿、 乾元宫叫得响响的， 把红
烧肉、 臭豆腐喊得甜甜的。 眼前浮
现的仿佛就是社戏庙会前人山人海
的热闹场景， 特别有古城长沙的味
道。”

此次赴美举行的民族音乐会，
张音悦的二胡演奏将贯穿全场。 现
场排练时， 只见她端坐中央， 面带
微笑， 平静怡然。 伴奏响起时， 她
抬手起弓， 先缓慢而深沉地运弓，
左手揉吟提顿， 扣动心弦； 随着音
乐节奏加快， 她指尖上下来回， 灵
活地舞动在琴弦上， 好似笔走龙
蛇， 令人叹为观止。

凭着娴熟细腻的技法、 端丽清
婉的舞台形象、 优雅灵动的演奏风
格和对乐曲游刃自如的驾驭， 张音
悦被誉为“湖南民乐皇后”。 这些
年， 她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演奏
里， 而是不遗余力地向全省、 全
国， 甚至全世界推广湖南民乐。 期
间， 她也不断尝试着将湖南民乐与
其他艺术门类碰撞、 结合， 为民乐
的发展探索一条更宽广的路。 令人
欣喜的是， 在不断地努力下， 多媒

体民乐剧 《九歌》 已获国家艺术基
金支持， 今年8月推出； 湖南民乐
季获得良好反响， 来自全国的顶尖
指挥家、 演奏家加盟； 策划和演奏
的3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十三五重
点音像项目……

张音悦是忙碌的。 即使在排
练的空暇， 她也没歇着， 一直忙
着回微信、 打电话。 一位扎着马
尾的青年演奏家说： “张老师是
个大忙人， 总有操不完的心， 忙
不完的事。” 张音悦则歉意地表
示， 离美国演出的时间只有几天
了， 除了排练， 还有很多事情需
要衔接处理。 她坦言， 无论多忙，
每晚她都会在家练琴， 保持良好
的演奏状态。

“我热爱二胡， 热爱我们的民
族乐器。 这些民族器乐在中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 现在， 它们受关注的
程度日渐减弱， 很多民族器乐慢慢
退出了年轻人的视线。 传承又从何
谈起呢？”

张音悦将湖南民乐的推广视为
自己的责任， 不遗余力地工作。 这
位纤丽的湘女， 骨子里流淌着湖南
人的“霸蛮” 精神。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左丹）
鼓励校企科研人员双向流动， 支持高
校与企业、 科研院所联合共建重点实
验室……今天， 湖南省高校推进科教
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长沙
召开。 会上，《湖南省高校推进科教强
省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
见稿）》（简称《方案》）让人眼前一亮。

据《方案》透露，“十三五”期间，湖
南高校将围绕我省10大重点产业技
术创新领域和20条新兴优势产业链，
努力建设一批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学
科，产出一批高水平标志性科研成果，
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推动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湖南
实施动力变革、 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方案》列出8项重点任务，即调整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培养适应社会需
求的创新人才， 汇聚与产业紧密结合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打造服务支撑产
业发展的高端科技创新平台， 开展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 推进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深入开展科技扶贫，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等。

8项重点任务中亮点频出。如改进
对教师的科研评价办法， 强调科研对
人才培养的贡献度， 引导教师把科研
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 构件科研反哺
教学的长效机制。 鼓励校企科研人员
双向流动， 科研人员在履行好岗位职
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所在学
校同意， 可以依法依规到企业兼职并
取得合法报酬， 学校可以聘请企业技
术骨干、管理人员兼职做产业教授，促
进校企创新资源深度融合。 支持高校
与企业、 科研院所联合共建重点实验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校企联合
开发中心等。 建立高校科研成果发布
平台， 支持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
知识产权营运专业化服务平台。 鼓励
支持开展境外办学和职业教育合作，
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 引导企业吸纳
留学生参与境外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毛超林 马晶

“作为一名35年的老党员，你
还记得入党誓词吗？”

“我不记得，可是墙上有入党
誓词，我可以读出来。”

被留置后， 首次面对办案人员
谈心般的讯问， 武冈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向方雪突然站起来， 对着讯问
室墙上悬挂的党旗和入党誓词大声
朗读。读到最后一句，向方雪留下了
忏悔的泪水。

这是近日向方雪因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的场景。这起案件，标志着邵
阳市纪委市监委留置“第一枪”打
响。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留置

时间回到今年3月8日。 经省
监委批准， 邵阳市监委决定对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武冈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向方雪采取留置措施。

随后，邵阳市纪委市监委迅速

召开审查调查专题会议，抽调精兵
强将， 成立专案组及临时党支部，
讨论形成审查调查工作方案。在初
步核实向方雪利用职务便利，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后，邵阳市纪
委市监委根据相关程序要求报批，
开具出留置决定书。

3月13日，邵阳市纪委市监委
5个办案组依法依程序对该案5名
涉案人员正式采取措施。 当天上
午， 办案人员第一时间对向方雪
宣布采取留置措施， 并由其本人
签字接收。随后，办案人员将其送
至留置场所，并完成登记、体检等
流程，同时就留置期间人员安全、
饮食、 医疗以及接受讯问等问题
作了周密细致安排。

第一次讯问就有了
突破

“第一次讯问谈话，我们要他
先学习了党章， 重温了入党誓词
和本人的入党志愿书。”

首度参与留置讯问的办案人
员吕湘栋介绍， 在接受了党章教
育后， 向方雪主动谈起了自己的

入党经历。随后，办案人员又立即
问他，“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

面对讯问，向方雪懊恼不已，
表示自己背离了初心， 确实没有
做到党章的要求， 做了一些违纪
的事情。

“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 被
讯问人员往往心有抵触。 此次第
一次讯问就突破了被讯问人员的
心理防线， 得益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这种感召式的讯问方
式。” 吕湘栋表示， 这为后期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的顺利进行奠定
了扎实基础。

随着案件调查紧锣密鼓地开
展， 内审外调同步进行。

很快， 在铁证面前， 包括向
方雪在内的5名涉案人员最终低
下头， 甚至主动交待了专案组尚
未掌握的大量违法犯罪事实。

“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讯问
模式， 先从帮助教育、 治病救人
开始， 打消畏罪心理， 让被讯问
当事人选择主动交代， 争取获得
‘出路’， 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
果 。 ” 办案人员刘志成深有体

会。

为今后办理留置案
提供示范

该案审查调查组负责人介绍，
留置措施的运用，不仅能够达到更
好的调查效果，而且能够更好处置
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

“对抗组织审查是一种违反政
治纪律的行为， 可以依纪进行处
理， 从而形成最有力的处置措施，
对企图‘偷奸耍滑、鬼话连篇’的当
事人形成巨大心理震慑力。”办案
人员马运忠认为。

办案人员周定荣介绍，纪委监
委合署办公后，确保了违纪违法问
题的一次性取证到位， 实现了

“1+1>2”， 保证了案件的一致性，
又防止了“炒现饭”，优势展现得淋
漓尽致。

“向方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案，为今后如何办理留置案提供很
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有利于更好
地推动我市监察体制改革向深入
发展。”邵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邓广雁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金健雯 杨长吉

“请做最后确认！”指挥人员通
过对讲机呼叫。

“确认，就是他！”一线人员反
馈。

5月10日， 在熙熙攘攘的广东
省江门市街头， 一辆公务用车内传
来对讲机急促的对话声。 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办案民警迅速包围，来
个“瓮中捉鳖”，将在逃14年多的危
月蒙抓获归案。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后， 怀化市抓获的首名在逃职
务犯罪嫌疑人。

危月蒙是中方县财政局社保股
原股长， 涉嫌挪用公款250余万元
后出逃，被列入“猎狐行动”追逃名
单。今年初，经省纪委省监委精心指
导与统筹协调， 怀化市纪委市监委
以改革融合后的新班子、新队伍、新
“打法”， 打响追逃追赃“第一枪”。

监守自盗， 社保股长
动“奶酪”

2003年2月至2004年5月，危月
蒙通过偷盖印章、私开支票等手段，
先后多次挪用专项资金共计255.91
余万元。这笔钱，被他用于赌博及个
人日常开支。

2004年5月， 中方县财政局进
行公款私借清理专项整治， 危月蒙
嗅到“危险”，立马携带部分赃款潜
逃。5月28日， 因涉嫌挪用公款罪，

他被中方县检察院立案侦查，6月9
日被公安部门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10多年来，怀化市、中方县始
终没有放弃抓捕危月蒙的决心。专
案组曾追到缅甸果敢， 但因当地情
况特殊，办案人员扑了空。

潜逃中，稍有风吹草动，危月蒙
立马换地方。有一次，他在上海用假
身份证为一个老板打工， 老板看他
精明强干，又有做财务会计的基础，
准备提拔他做中层经理。 因怕身份
暴露，他连夜换电话、换地方，连工
资都不要了。

追逃多年， 监委成立
“再接力”

今年1月初，怀化市监察委员会
挂牌成立， 承担了追逃追赃统筹协
调责任，调配充实专业力量，设立第
一纪检监察室， 专司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和防逃工作。

中方县监委挂牌后， 主动与县
检察院对接，在人员转隶期间，确保
危月蒙案有人盯、有人管、有人抓。

考虑到追逃工作已进行10余
年，中方县监委根据案件特点，研究
制定详细方案， 充分发挥县检察院
转隶干部熟悉案情优势，并从公安、
检察部门抽调力量充实到专案组，
实行集中办公、专人专责。

“接到县检察院移交过来的危
月蒙挪用公款潜逃线索， 我们重新
进行了梳理，综合分析研判，将此案
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来抓， 务求突
破。”中方县监委负责人说，县纪委

县监委及时调整思路， 组织追逃专
案组精准运用多种措施和手段，量
身制定追逃策略。

专案组围绕危月蒙的社会关系
开展地毯式摸排， 大量走访其同学
及原单位同事， 对危月蒙潜逃前后
的活动轨迹及思想动态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

怀化市纪委市监委召开检察、
公安和专案组联席会议，多管齐下，
分赴多地摸排。

5月初，中方县公安机关向有关
部门发出协助请求后， 发现广东省
江门市鹤山区查处的赌博违法人员
“石某某”疑似危月蒙，立即请求江
门警方协助核实。经核实，“石某某”
确系在逃人员危月蒙。

融合显威， 审查起诉
移送快

危月蒙被抓捕归案， 得益于监
察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 这种
优势被转化为新的工作效能。

今年5月13日， 中方县纪委县
监委决定， 对危月蒙涉嫌职务犯罪
问题进行政务立案调查， 固定证据
链条成为当务之急。

“监察体制改革后，我们提供的
证据今后将直接送达法庭， 必须保
证证据链完整，证据材料清晰明确，
具有说服力。”中方县纪委县监委办
案人员李文宇说， 他们及时补充完
善了相关证据，确保书证物证、证人
证言以及嫌疑人供述互相印证，形
成严密的证据链。

5月17日， 该案即被移送中方
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当天， 危月蒙
被中方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监委成
立后， 我们既审查监督对象的违纪
问题， 又对涉嫌违法的问题依法进
行调查， 整合了此前纪检干部侧重
违纪取证、 检察人员侧重违法取证
的做法， 双管齐下， 加快了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进度。”“老检察”出身的
中方县监委委员曾峥嵘感受颇深地
说 :“危月蒙案证明， 监察体制改
革能有效解决过去纪律与法律衔接
不畅的问题， 实现了纪与法深度融
合。”

“追逃是措施，防逃是根本。”怀
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周晓理表示， 下一步将做到立案
与防逃同步安排考虑， 追逃与防逃
相互促进，扎实开展重点案件攻坚，
不断取得追逃追赃工作新突破。

支持校企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
湖南高校推进科教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再发力

文化视点

湖南11位优秀青年艺术家将应邀赴美演出———

让中国民乐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邵阳市纪委市监委打响留置“第一枪”———

感召式询问突破心理防线

“融”出“猎狐”新速度
———怀化市监委追逃第一案纪实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肖丽娟
通讯员 胡达平 胡浩巍 ）近日，在第
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上，由国
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北斗团队
研发的北斗全球系统仿真试验平台
亮相。 该平台可通过软件模拟北斗系
统空间段、控制段以及用户段的实际
运行情况，在系统建设之前排查系统
体制和设备状态的潜在问题或技术
缺陷，对早期发现并规避系统设计可
能存在的技术风险，确保按最优状态
进行系统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该平台主要由试验任务系
统、仿真运行基础软件、北斗仿真模
型等3部分组成。 对北斗全球系统进
行全信息要素的软件建模与仿真，以
极低代价验证北斗系统体制及关键
技术的可行性，评估系统运行的服务
性能，为北斗卫星与相关分系统进行
出厂前的等效测试与排查。

该平台在国内外均为首创，是为
北斗系统建设定制的专业化仿真测
试平台，目前已在北斗三号系统建设
与验证中发挥显著作用。

国防科大：
首创北斗专职“体检”系统

烈日下的急救
5月24日下午， 常德市武陵区青年南路， 一名骑电动车青年被出租车撞

倒， 市民见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并与现场执勤交警一起为伤者撑起遮阳
伞， 等待救护。 李佑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