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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易禹琳 ）6月迎来毕业季， 正值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今
晚19时30分，湖南卫视《快乐中
国毕业歌会》现场直播，为广大
毕业生献上一台充满正能量的
青春盛典。 脑洞大开的创意表
演、构思惊奇的创新环节、激情
四射的劲歌热舞， 让观众直观
感受自信乐观、 勇敢追梦的新
一代年轻人。

青春无敌，未来可期。由湖南
卫视《快乐大本营》和《歌手》主创
团队联合打造的此次毕业歌会，
“90后”“00后” 新一代青春力量成
为晚会的绝对主角。 毕业歌会在歌
舞“不去闯，梦想永远只是梦想”中
拉开帷幕。优质偶像王力宏带来《我
们的歌》《改变自己》《龙的传人》三
首经典；张杰唱响青春回忆金曲《好
想大声说爱你》；韩雪、杨宗纬首度
合作带来创意民谣串烧， 唤起几代

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陈翔变身校园
主唱，与“00后”乐队合作，唱起燃
情的《都选C》；张凯丽、张可盈母女
同台对歌；赵雷倾情献唱《校园时
光》。

现场，最令毕业生们疯狂的是，
全新出道的火箭少女101女团首
秀，少女们竟充满默契与魅力。最令
人感动的是清华大学老校友们现场
合唱， 并寄语年轻一代毕业生为祖
国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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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苏纪宣

三任安监局长，1人被党内严重
警告，2人被诫勉谈话；5名局领导班
子成员中，4人受到纪律处分或者组
织处理；全局共20名科级干部，有18
人受到纪律处分、 组织处理或正被立
案审查，几乎全部“沦陷”……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纪委监委针
对该区安监局3年来被查处的系列多
发性、群体性腐败问题，对该局20名
科级干部进行集体约谈。 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丧失底线， 请看记者的采访报
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
层层 “小金库 ”，撂倒7名

科级干部

2017年2月， 苏仙区纪委接到群
众举报，反映该区安监局有关人员违
纪问题线索。

很快，该局层层违规设立使用“小
金库”的问题“浮出水面”。

原来，2013年3月，苏仙区安监局
非煤矿山股与当地某矿山救援大队达
成协议，由非煤矿山股负责引导辖区
内金属矿山企业与该救援大队长期签
订矿山救护协议，该救援大队则从收
取的救援协议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
作为非煤矿山股聘请专家对矿山企业
进行日常巡查和排查隐患等工作经
费。2013年至2017年间， 非煤矿山股
共从中提取经费 27.14万元 ， 其中

19.14万元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使
用，8万元于2014年交区安监局财
务。

而区安监局收到非煤矿山股交
来的钱后， 没有按规定存入单位账
户，而是采取账外开支的方式，作为
区安监局“小金库”使用。

有了这个“先例”，2013年5月，
该区安监局综合协调股也与该矿山
救援大队达成协议。2013年至2017
年间， 综合协调股从辖区内采石场
企业交给该救援大队的救援协议费
用中，共提取经费8.6万元，设立“小
金库”。 这些经费没有汇报和入账，
而是采取个人保管、账外开支，全部
用于处理股室干部加班误餐及办公
开支等费用。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安监
局除了局机关违规设有‘小金库’，
部分内设股室也有自己的‘小金
库’，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大。”调
查人员介绍，2017年7月， 该局7名
科级干部和1名普通干部受到纪律
处分。其中，时任党组书记、局长秦
兆德因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被党内严重警告；时任安监
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邱辉被撤销

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 时任安监局纪
检组长高久礼因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
被党内警告。

“老好人”没挡住“惯例”———
下乡补助当 “变相福利”，

两任局长被问责

2015年12月， 李佑生从苏仙区
重点办调任该区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2016年1月苏仙区安监局和煤
炭局合并后，主管全区煤矿、非煤矿
山、 烟花爆竹等领域， 每月下乡较
多，存在误餐情况，干部职工要求发
放下乡补助。

“安监局的监管工作是‘一天不下
乡，心里就不安’。局里以前有发放下
乡误餐补助的惯例，我们也咨询了区
有关部门，说是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李佑生说。

2016年3月， 李佑生组织召开局
党组扩大会议，对下乡误餐补助发放
标准进行了明确。但在发放2016年上
半年的下乡误餐补助时，该局并未按
照有关规定，按职工实际下乡天数发
放，而是以平均化的方式，给每位干部
职工发放了同等数额的补助。

“有些人因岗位原因没有下过乡，
考虑到内部平衡和团结， 也给他们发
了下乡补助。”李佑生在对个人问题进
行剖析时提到，“这看似为了内部团
结，实际上是把下乡补助当作‘变相福
利’，确实违反了规定。”

2016年12月，匡晓云由该区委政
法委调入该区安监局任党组书记、局
长。在政法部门工作多年的他，本应具
备更高的觉悟和认识，然而在“惯例”
的唆使下，他同样没能挡住“用变相福
利来搞好团结”的错误行为。

匡晓云上任后， 干部职工多次反
映2016年下半年的下乡误餐补助没
有发，要求补发。

“2016年下半年的下乡误餐补助
参照2016年上半年标准发放，2017年
的下乡误餐补助根据实际下乡天数并
考虑平衡发放。” 经局班子成员集体
商议，匡晓云当场拍板。

于是，该局2016年下半年下乡误
餐补助， 仍是以平均化的方式进行了
发放。2017年1-5月的下乡误餐补助，
则按照三个档次予以发放， 但均未核
实干部职工实际下乡情况。

“说到底，就是纪律规矩意识还不
够强，不敢坚持原则，当老好人，怕得

罪人。” 在集体约谈会上，匡晓云如是
剖析。 该局一名副局长吴敏也表示：
“存在做‘老好人’的思想，心里想着
‘别人都没有提出异议， 自己也不好
说’，没有严格较真碰硬。”

2018年3月， 李佑生和匡晓云受
到诫勉谈话问责处理， 区安监局违规
发放的9万余元下乡误餐补助也全部
清退到位。

把纪律规矩当“儿戏”———
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多名

干部被查处

2017年11月，苏仙区纪委接到区
委巡察办移交的区安监局干部蒋得仁
公车私用、私车公养问题线索。

经查，2013年农历春节过后，时
任区煤炭局党组书记、局长蒋得仁等
5人商量同去南岳衡山祈福。2月23
日，5人乘坐单位公车往返途中，司机
使用公车加油卡加油172.73元并报销
高速过路费160元。2017年3月至10
月，苏仙区开展公务用车专项整治活
动， 该5人均未按要求报告情况并予
以整改。

2013年2月15日， 蒋得仁回老家

看望病重长辈， 借来同学的一辆小轿
车，由单位司机驾驶，回老家途中用公
车加油卡给该小轿车加油309.07元。
区安监局和煤炭局合并后，2016年2
月23日，退居“二线”的蒋得仁又因个
人私事， 安排单位司机驾驶自己的私
人小车回老家， 并再次用公车加油卡
为私家车加油243.92元。

“同时，蒋得仁还存在安排单位财
务人员虚开油费发票用于冲抵有关费
用的问题。” 办案人员介绍。2018年2
月，蒋得仁被立案审查，另外4名干部
和单位财务人员被诫勉谈话。

把纪律规矩当“儿戏”，不仅这一
起。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 该局下
属事业单位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因用公
车加油卡套取资金违规发放交通补
助， 目前5名干部正接受纪律审查。
2015年10月，该局原党组成员、副局
长谢欣， 则因工作时间在办公室上网
浏览股票被免职。

“安监局多名班子成员受到处分
或问责，20名科级干部中只有2人没
有出现过违纪违规问题， 这说明主要
问题出在局党组，出在领导层，没有发
挥好‘头雁’效应，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苏仙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谷群辉在约谈中指出，“这就要
求局党组特别是主要领导， 要切实端
正态度，带头讲纪律守规矩，把握和运
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压得更实更紧， 把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抓得更细更
严。”

一个安监局，短短3年，三任局长、4名领导班子成员、18名科级干部先后被查———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丧失底线

6月22日，小学生在表演节目《我是文明守纪好少年》。当天，长沙市“文明，
从排队礼让开始”集中传播启动仪式在开福区风帆广场举行，活动旨在提升市
民素质，为文明礼让注入更多城市温情，打造属于长沙的文明礼让文化符号。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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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曾蓓 )今天上午，长沙市周南
梅溪湖中学热闹非凡，2018湖南“名
校面对面” 升学规划暨高考志愿填报
公益指导会在这里举行， 湖南上万名
高考考生及家长和41所全国985、211
高校及省内部分高校面对面， 详细了
解各高校今年在湖南的招生政策和计
划招生人数。

本次“名校面对面”活动由长沙市教
育考试院指导， 岳麓区教育考试中心主
办，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等承办，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41所国
内一流高校首次会聚湘江新区， 湖南师
大附中、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周南梅溪湖
中学等10余所高中学校参与。

不仅着眼于高考生和家长即将进
行志愿填报，本次“名校面对面”活动

还聚焦高中生的人生规划。 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潘光， 结合高等教育
变革和大学人才培养趋势， 指导考生
和家长进行高考志愿填报与人生规
划。 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田双喜从生
涯幸福的角度， 跟考生和家长分享了
规划高考升学志愿的经验。

活动现场还为41所高校提供了
专属展区， 方便前来咨询的学生及家
长详细了解高校特色、专业规划、高招
政策等信息。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南
大学、 南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
学等高校今年都全面试行大类招生、
大类培养，吸引了不少考生前来咨询。
而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热门高
校甚至吸引了不少高一、 高二年级的
学生咨询报考条件。

“名校面对面”指导志愿填报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王磊）为加强我省妇科肿
瘤专科医师队伍建设， 规范临床实
践，推广新理念、新技术的应用，“第
五届（2018）妇科肿瘤国际论坛”于6
月22日至25日在长沙召开， 来自美
国、英国及内地多位知名妇科肿瘤专
家现场授课。

近年来妇科肿瘤的发病呈逐年
增长趋势，肿瘤的治疗原则也由单一
的外科手术逐渐发展为多学科参与
的综合治疗。妇科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有了放疗、化疗、影像、病理等多个学
科的联合协作，MDT这一多学科团队
协作的肿瘤临床治疗新模式，对减少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能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作为我省妇科肿瘤的两
个重要研究中心：宫颈癌防治研究中
心和省妇科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都挂靠在湖南省肿瘤医院，自创建以
来， 在引领我省妇科肿瘤防治工作、
推动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本次大会邀请了美国MD安德森
癌 症 中 心 妇 瘤 放 疗 专 家 Anuja��
Jhingran教授等知名专家做专题讲座
及病例讨论。论坛以“多学科、多视角、
合作创新”为主题，集专题讲座、疑难
病例MDT讨论专场、手术视频等形式
于一体，实用性强。

第五届妇科肿瘤国际论坛召开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余 蓉 通 讯 员 巢 进 文 ）6月 23
日，“新时代党内法规与监察法
治” 高峰论坛在湖南商学院举
行。 来自相关部门和高校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 探讨党内法
规建设与监察法治前沿理论问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在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与会专家认为，《监察法》

的颁布实施构建了集中统一、 权威
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是党和国家
重大体制改革内容。《监察法》 如何
与《党章》等党内法规衔接互动，既
是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重点， 也是
法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 值得相
关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攻关，
共同探讨。

论坛上，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开湘作了题为“监察体制改革与
司法体制改革的有机对接” 的学术

报告。 专家学者们分别就论党内法
规的强化、 监察留置适用中的程序
问题、《监察法》实施路径、监察法与
刑法相关概念协调等热点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还为“党内
法规与监察法治研究所” 成立举行
了揭牌仪式， 该所是我省首家以党
内法规与监察法治为研究对象的研
究机构， 挂靠于湖南商学院法学与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覃龙 吴勇兵） 听康定恋
歌，品湘西故事。6月23日，由知名藏
族原创歌手龙泽索南创作、 张家界山
水组合演唱的《康定恋歌》MV（音乐
短片）在张家界首发。这是大湘西民俗
风情与川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康定恋歌》是甘孜藏族文化使者、
创作型歌手龙泽索南创作的一首草原歌
曲，节奏明朗、旋律优美，经特别授权，
《康定恋歌》MV由四川省康定市和湖南

省张家界市两地音乐人联袂打造， 旨在
推动土家族民俗风情与川藏文化交流融
合。MV主场景拍摄地取景在素有“小西
藏”之称的桑植县白石乡南滩草场———
一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富有川藏风情
的大美之地。

张家界山水组合许勇、舒维是一对
夫妻搭档，从事音乐工作10多年，曾上过
“星光大道”等央视才艺选秀节目，获得
中国环保形象大使等荣誉。首发式上，山
水组合倾情演唱了《康定恋歌》。

《康定恋歌》MV在张家界首发

�湖南卫视《毕业歌会》唱响青春正能量

法学专家探讨党内法规与监察法治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微档案】
何春花 ，女 ，出生于1964年 ，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 。1985年 3月
起， 先后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
乡上木源小学、新石岩小学、塘湾
小学、 中心小学任教， 至今已33
年。 多次被评为县级先进个人，
2017年被评为永州市 “最可爱的
乡村教师”。

【故事】
“我是江华瑶山的老师，从未

走出过大山， 也没有参加过这种
教育教学专业学习。之前，看过王
崧舟老师的教学视频， 他的诗意
语文让我着迷， 想趁这个机会去
学习老师们的教学方法， 去亲自
体验，去感悟诗意语文的意境，恳
请给我这个机会！ 也好用学到的
知识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服务，不
然的话，我过两年就退休了，就没
有机会再学习了，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拜托了！”

6月20日中午， 江华桥市乡
中心小学54岁的何春花老师，打
开微信， 查看平江县教师进修学
校“春晖学院”的同学群，又翻开
了这封去年夏天， 她写给平江县
教师进修学校“春晖学院”报名负
责人的信， 就是这封信感动了对
方， 让她与许多年轻人在春晖学
院成了同学和忘年交。

明年3月何春花就要退休了，
早两天她又报了“春晖学院”的暑
假教师进修培训班。 她有些忐忑
不安：7月10日才会公布录取名

单，把名额给更年轻的老师，她也
能理解， 但要是能再给她这个去
年的“优秀学员”一次机会，多学
点东西， 下学期教给孩子们就更
好了！

何春花爱她的学生。自21岁
长发及腰时考上了代课教师，33
年来， 何春花就在江华桥市乡上
木源小学、 新石岩小学、 塘湾小
学、中心小学围着孩子们打转，教
语文、音乐、品德等多门课，除了
病得厉害的那四年，当了29年班
主任。

有人说乡村教师待遇低、大
山里太寂寞， 但何春花最怕的是
要给孩子一杯水， 自己有没有一
桶水。33年， 她永远在充电中。她
去过北京、上海、南京、长沙、广
东， 却都是去取经或治病。 心理
学、新课标与小学语文教法、和谐
班级管理、 赏识教育……何春花
如饥似渴地学习。2010年开始学
习制作PPT课件， 运用多媒体教
学，年轻老师们经常被紧急召唤：
快来快来，我的电脑又出问题了！
近几年，何春花创新应用“生生”
课堂教学，让孩子教孩子，激发孩
子自主学习， 教学成绩在协作片
区中一直位居前列。 今年的各种
教师培训， 副校长罗满玉给她一
算，修了360学分了。

6月20日下午，上完125班品
德课知识点复习， 一个叫杨斌的
男孩偷偷塞给何春花一个苹果。
这个班何春花从一年级带到四年
级，孩子们都跟她有了感情。这些
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
七嘴八舌地说着何老师的好：何

老师给我们吃西瓜吃冰棒；下雨了，
何老师借伞给我；不懂的题，何老师
给我讲；肚子痛，何老师给我擦药；
摔了一跤，何老师送我到医院；我爸
爸去世了，何老师要我勇敢……

一想到明年3月就要退休，何春
花心里就空落落的。她发愁：以后过
不了儿童节， 可怎么办啊？ 工作33
年，她和孩子们过了32个儿童节，唯
一没有过的是2013年，因肾结石恶
化成了慢性肾炎的她躺在医院病床
上。病稍好，何春花就带着中药包回

校上课了，几年来，孩子们都闻惯
了她身上的中药味，现在上课站久
了，腰仍隐隐作痛，这几年用了四
瓶大活络油。

125班教室墙上贴着好几排孩
子们“六一”唱歌跳舞获一等奖的
奖状，穿着花裙子的何春花开心地
说着排练的趣事。虽青丝已渐变白
发，皱纹也条条可见，但确如她的
家人和同事所说，自21岁和桥市乡
的孩子们在一起， 她就从没有老
过。

何春花：和孩子们过了32个儿童节

� � � � 6月20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中心小学，何春花在给孩子们上课。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摄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羊漾 陈沐）“山川河流是
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安徽的方
言分区体现了这一点。”“长沙话每隔
5年就有一条代沟， 它的生存空间正
在被塑料普通话挤压。”23日，2018年
湘鄂赣皖四省巡讲首场讲座在湖南
图书馆开讲，四省方言研究专家汇聚
一堂，研讨方言发展传承情况，呼吁
留住乡音、记住乡愁。

讲座中，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陈
山青、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汪国胜、江
西师范大学教授颜森、 安徽师范大
学讲师徐建等以“平上去入———四
省方言研究探讨”为主题，介绍了四
省方言的特色、 发展历史和当前的
保护利用情况， 并通过方言展示地
域文化的异同， 呼吁人们重视和保
护方言这一独特的地方文化。

本次巡讲由湘鄂赣皖四省公共
图书馆联盟主办， 接下来，4位专家
将赴鄂赣皖三省巡讲。

� � � � 湘鄂赣皖专家研讨
四省方言发展传承

留住乡音
记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