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周俊 邹娜妮 黄首
记 ）“在利益诱惑面前， 我没有守住纪律底
线。”8月25日，在涟源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支
部党员大会上，该单位一违纪干部的忏悔书，
引起大家强烈反思。

今年以来， 为提升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娄底创新纪律教育机制， 通过案件反思座

谈、谈心谈话、廉政家文化、主题宣讲等方
式，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人，达到“一个案件
警醒一片”的目的。出台开展党内谈话的实
施办法，通过谈心谈话、提醒谈话、履责约
谈、诫勉谈话和谈话函询等5种方式，对干部
善意提醒，防止“小错”酿“大祸”；实施案件
警示，组织党员干部反思身边的案件，通过

对违纪过程、 违纪原因等进行深入剖析，做
到戳在“点上”、思到“痛处”；开展系列教育
活动，通过学习廉政知识、打造廉政家文化、
实施廉政宣讲等方式，构建健康向上的社会
氛围。

同时，启动国家公职人员在项目指挥部、
协会学会兼职取酬和单位集资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清查项目1158个；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村级财务大检
查，切实解决基层组织“乱花钱”问题。针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做到早提醒、早
预防，帮助干部守住纪律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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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2018年7月，永州市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原
主任、 原党组书记谭平玉因严重违纪被“双
开”。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他还觉得自己是
“重感情、讲义气”。

永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柳宗元
在永州曾写过一篇《蝜蝂传》，谭平玉就像文中
的蝜蝂一般，贪得无厌，看到什么就背什么，背
上的东西越来越重，最终被压得爬不起来。

勾结的利益
“豪气、霸气、江湖气”，是当地人对谭平

玉的评价。村里人找他办事，谭平玉都尽力做
到，且分文不收。但他人前公平公正，人后却
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事都敢办。

办案人员贾剑寒介绍， 谭平玉是典型的
“藏身幕后”，安排妻弟熊广小（另案处理）充
当“白手套”和“代言人”。

2009年，蓝山县质监站站长一职空缺。时
任副站长徐某拿出一笔数额不菲的钱给熊广
小，通过他请谭平玉夫妇“帮忙”。得知妻子熊
金秀（另案处理）收到钱后，时任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县城建领导小组组长的谭平玉，要
求县住建局局长关照徐某。2010年，徐某顺利
被提拔为站长。2012年， 在谭平玉的“推荐”
下，徐某又成功当选县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
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2011年，老板蒋某成立一家混凝土公司，
请求谭平玉给予支持， 并承诺分给他10％股
份。谭平玉提出由熊广小代表自己，并将自己
的股份分一半给熊广小。

2012年，为提高销量，蒋某找到谭平玉等
人， 提出出台禁止城区建筑工地现场搅拌混
凝土的文件。在谭平玉等人的支持下，蓝山县
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文件， 把禁止使用现场搅

拌混凝土的范围从县城扩大到了全县， 农村
市场也进入禁止范围。

经查， 该公司垄断搅拌混凝土市场，从
2013年开始分红，谭平玉与其利益人4年间违
规获利400多万元。

2013年，蓝山遭遇特大洪水，谭平玉利用
城镇灾后重建工作总指挥的职务影响， 为唐
某、田某承揽工程谋取利益，累计收受现金10
余万元。

同年，通过谭平玉的职务影响，熊广小顺利
承揽垃圾处理场库区标段片石供应项目， 获利
12万元，将6万元感谢费送给谭平玉夫妻。同年，
熊广小通过谭平玉的职务影响取得土石方外运
工程，又将4万元感谢费送给熊金秀。

“因为利益，我找他办事，他不一定帮，但
老板找他办事，他一定帮。”熊广小说。

缺钙的人生
1964年出生的谭平玉生长在贫苦家庭，

从小就发奋读书。参加工作后，他踏实肯干、
思维敏捷，23岁入党，29岁担任蓝山县土市乡
党委书记，38岁担任蓝山县委常委、塔峰镇党
委书记。

但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也随之而来。
“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穿名牌，一件衣服

几千元， 一件外套上万元， 一块手表十几万
元，靠他们的工资能买得了吗?一些老板大字
不识，却挥金如土。慢慢地，我的思想发生了
变化。”谭平玉忏悔说。

“比谁的生活好、比谁的金钱多”的心态，
慢慢地让谭平玉夫妻误入歧途。2005年下半
年， 一名老板借口陪谭平玉到市政广场看工
程进度，塞给他1万元现金，谭平玉没有推辞。

办案人员雷景国介绍， 熊金秀在一次酒
席上，非常喜欢朋友拿的一个包，一问价格数
万。第三天，她想方设法买来同款包，标价配

图发到微信朋友圈。
夫妻俩还迷恋上麻将赌博。 据查，2011

年，谭平玉有本工作笔记上，详细记录了每天
打牌的输赢。这一年，他“收获颇丰”，赢了数
十万元。举报人拍摄的一段小视频显示，赌桌
上的谭平玉指着面前一叠钱喜笑颜开：“看钱
又平到下巴了。”

“党性缺失，迷失初心。”办案人员说，服
装、皮具、食品、烟酒等本应由个人开支的费
用，谭平玉都拿到单位或项目指挥部去报账，
累计达20多万元。 他还与一位有夫之妇保持
不正当两性关系长达16年之久。

必然的结局
2018年4月9日， 谭平玉接受审查调查的

消息传来，当地干部群众并不觉得突然。
其实，从2015年开始，就有人信访举报谭

平玉。但谭平玉设法找到举报人，赤裸裸地发
出威胁。

2016年换届,谭平玉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时，故意隐瞒低于市场价购买的两套房产，甚
至面对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的函询调查，仍
不如实报告说明。 市纪委办案人员对他提醒
谈话， 他仍然安排家人出面收受私人老板在
长沙梅溪湖某小区房产一套。后来，得知组织
对自己开展调查， 谭平玉一面召集妻子、女
婿、妻弟等人串供，一面把贵重物品和相关证
据转移。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经查，
2005年至2018年, 谭平玉利用担任蓝山县委
常委、 统战部部长，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及各项目指
挥部指挥长等职务便利或影响，在承揽工程、
企业经营、人事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其妻、 妻弟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
额巨大。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艺

� � � �名片� � �
� � � �
� � � � 昌凯，1988年出生， 湖南桃江人，2009
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室内设计专业。目
前任正楷装饰设计总监。从业近十年，她逐
渐从繁忙的工作中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在
繁华闹市里保持着内心的平静， 寻找到了
工作和生活的最佳平衡点。

� � � �故事� � � �
� � � �
� � � �古朴的木质雕花书柜， 润泽精致的茶
具， 生机盎然的微盆景……初次进入昌凯
的办公室， 很难想象到它的主人是一位不
到30岁的设计师。

“这是文竹，这是君子兰，这是小叶紫
檀。别小看我这一个个小盆景，高桥的盆，
岳麓山的土，月亮岛的花，一盆花可就是大
半个长沙了。”昌凯一边细心地浇水，一边
笑着向旁人介绍自己喜欢的微盆景， 浑身
散发着一种闲适、淡雅的气质。

85后的昌凯，沉稳得令记者有些许惊
讶。“其实我以前也是急匆匆向前跑的人。”
昌凯告诉记者。

2009年， 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昌凯，一
脚踏入工装设计界，一年后，选择了更契合
自己兴趣的家装市场。“做事情要有计划”，
是昌凯打小养成的习惯；“趁年轻干出点名
堂来”，刚进入职场的昌凯卖力地工作。“那
时候，我电话24小时都开机待命，一个月
也就只能休息一天， 加起班来常常忘了吃
饭这回事，满脑子只有工作。”超负荷工作，
让昌凯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工作的机器，直
到身体亮起了“红灯”。

2012年，“急匆匆” 向前奔跑的昌凯，
做出了一个让同事们咋舌的决定———停薪
留职半年。她主动停下忙碌的脚步，决意去
旅行。“当时， 我独自在长沙周边及云南骑
行了一段时间，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骑车
的那一刻我终于觉得是为自己而活着，不
再是为工作、为他人而活了。”谈起自己的
骑行感受，一向沉稳的昌凯显得格外兴奋。

半年后， 静下心来的昌凯调整了工作
节奏，对自己钟爱的设计有了更多的想法。
“前段时间有位客户告诉我，她很喜欢花花
草草，想将自己的院子打造成一个小花园，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尝试的事情。 在进行
软装时， 我将自己对绿植和田园风的了解
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的花园让客户很满
意，我也获得了久违的成就感。”

乐于思考，勇敢改变，你会发现工作和
生活可以找到许多平衡点。 这是昌凯通过
自己的亲身经历收获到的成长感悟。

这几年，昌凯无论怎样忙得不可开交，
都会留出一段时间外出采风， 积累设计素
材；平日工作之余，或侍弄花草，或邀请同
行一边品茶一边探讨新鲜设计元素； 周末
得闲，会骑上自行车游走在城市周边，领略
大自然的风景。

“我庆幸当初选择了暂停，才有了今天
更好的自己。”如今，昌凯将生活节奏掌握
在了自己手里，更自信更从容。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王力书

8月30日，开学在即。 在新化县白溪镇
大熊完小， 老教师刘日新早早来到学校，
仔细为学生们制订新学期的教学计划。 36
年来， 刘日新将一批批学生送出大山，自
己却留在这里日益老去。

1982年，18岁出头的刘日新， 筹划着
去大城市里闯一闯。 一天夜里，原岩山小
学的刘克东老师找上门来，让他做自己的
“接班人”。“山里的娃儿苦， 不能没书读
呀!”刘克东的话，让这个刚高中毕业的大
男孩心里一阵刺痛。 他一口答应下来，在
家乡当一名教师。

上岗第一天， 他便跟着刘老师走了8
公里的崎岖山路，把新学期学生的课本挑
了回来。 2个多小时的跋涉，让刘日新第一
次体会到了山村教师的艰辛，也理解了刘
老师劝自己留下来教书的初衷。“村里孩
子们的读书条件实在很艰苦。 如能帮他们
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
他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决
不当‘逃兵’!”

36年以来，刘日新的教育足迹遍及岩
山、茶溪、张家、十茶和大熊等山村。 每当
有新的教学安排， 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
从不讨价还价。 镇里好几次推荐他当国土

员、司法员，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说：“山里
孩子不能没有老师。 我走了， 谁来教他
们？ ”

贫困学生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刘日新倾尽所能去帮助和爱护他们。 2011
年，大熊村小学三年级学生刘定珊家房子
起火被烧。 得知情况后，他带头捐款，并广
泛发动全校师生献爱心。 为了不让一个贫
困学生失学，刘日新无数次踏进他们的家
门，拿出工资帮助他们。 而自己，常常是粗
茶淡饭，一件衣服穿出洞来还舍不得丢。

刘日新常常说：“物质的匮乏已经如此，
精神上再不能苦了孩子。 ”留守学生小源，父
亲入狱、母亲去世，情绪很不稳定。 刘日新经
常找他谈心，给他以长辈般的关怀。“我觉得
刘老师就像我的爸爸，无论是高兴还是不开
心，我都愿意和他分享。”谈到刘日新，小源有
说不完的话。

虽身处贫瘠山村，但刘日新却从不懈
怠，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把工作做得扎
实到位。 多年来，他任教的语文学科在当
地统考中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因教学成果
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36年，刘日新扎根山区，默默耕耘在
他所挚爱的教育热土上。 他说：“很想让日
子慢下来，再多陪陪孩子们，毕竟再过几
年就要退休了。 看着他们成人成才，是我
最大的满足和快乐。 ”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赵组长的那条腿， 是为乡亲们丢
的！ ”8月24日，蓝山县湘江源瑶族乡高源
村， 村民余友姣说起5组组长赵远德抗洪
救灾的感人事迹，眼里噙着泪花。

8月14日晚至8月16日，蓝山县因强降
雨引发泥石流、 山体滑坡和洪涝灾害，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十分惨重，高源村是重灾
区之一。

“河里的污泥不清走，大雨天还有发生
二次灾害的危险。 ”在蓝山县委、县政府科学
调度指挥下，湘江源瑶族乡党委政府连夜组
织党员干部开进了高源村。 在高源村，从党
员干部到普通群众，重建家园的热情很高。

这些天，60岁的赵远德既要忙着挨家
挨户通知村民转移，又要协助村支两委开
展河道清淤，定时上报灾情，每天忙得像
上紧发条的钟。

“还有几块石头， 清完就可以收工
了。 ”8月21日下午6时05分， 太阳已近下

山，赵远德正在一丝不苟地组织清障车完
成疏浚河道的最后一道工序，不料被一根
沉重的水泥电杆砸中，左腿血流不止。

“赵组长受伤了，快来救人……”听到
呼救，附近的村民迅速赶到现场，并拨通
了120急救电话。 4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
迅速将赵远德送往医院救治。 当天晚上，
赵远德被紧急转移到郴州市中铁五局医
院施行左腿截肢手术（膝盖以下），并脱离
了生命危险。

8月21日下午，经过干部群众4天半的
努力，高源村4000米河道已被疏通，消除
了次生灾害隐患。

赵远德受伤住院后， 乡政府派人慰
问，村民自发赶到医院轮流照顾他。 村民
告诉记者， 赵远德平时就是个热心肠，办
事公平公正，大家都很敬重他。

手术后，苏醒过来的赵远德躺在病床
上平静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条腿，也不
后悔参加救灾抢险，以后仍要为乡亲们做
更多的事。

�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余宛城）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针对学生或家长的
各类违法犯罪也进入高发期。 记者近日从长沙
市公安局获悉，长沙警方已启动“护学模式”，结
合2018年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治安、交通规律
和特点，多措并举开展校园安全检查、校园周边
巡逻防控及道路交通整治等工作， 筑牢“开学
季”校园安全防线。

开学期间是各大中小学校学生报到缴费
的集中期， 长沙公安机关各校园所属地派出
所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在各校
（园）报到开学的集中时段，安排警力加强校

园周边巡逻防控，防止发生学生被盗抢、被伤
害案件。

开学期间各类诈骗案件易发多发， 长沙市
公安局发出防诈骗预警， 集中公布11种开学季
常见诈骗类型，请学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冒充新
生接待人员偷盗、 冒充学校相关部门骗取个人
信息、冒充中介介绍工作、冒充网络客服诈骗、
冒充老乡套近乎、上门推销低价产品、假装路人
问路诈骗、盗用证件办理银行卡、群发含木马病
毒信息、虚假房屋出租信息、骗取游戏装备交易
保证金。如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或
者“96110”报警求助。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陈薇)8月31日，
由长沙市文联主办，长沙画院、长沙简牍博物馆
承办的“‘绿水青山’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
2018年长沙画院年度作品展”在长沙画院美术
馆开幕。此次展览作为长沙市文艺创作重点扶
持项目，共展出60余件书画作品，这些作品均
围绕“绿水青山”这一主题创作，其中绘画作品
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等多个门类。

长沙市文联的相关负责人称，此次作品展
不仅是一次“精品力作”的集体展示，也是市文
联的重要工作成果。从这些弘扬主旋律、歌颂真

善美的佳作中， 观众不仅能感受到书画家们对
改革开放40年变化的所思所感，还能欣赏到作
品中所体现的新时代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画院坚持举办院展，今
年已经是第7年， 画院书画家队伍不断壮大，其
中既有优秀的湖湘艺术代表， 也有突出的外省
艺术家。 在长沙画院带领下， 书画家们努力创
作，同时也开展文化艺术公益讲座、送文艺下基
层等多项文艺服务。

据悉，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5日结束，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

�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
者 熊远帆）记者日前从长沙
市委宣传部获悉，2018长沙
媒体艺术节暨“一带一路”青
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的系列活
动之一———长沙文创十大工
匠“金手指”传人评选活动暨
2018年长沙首届市民创意生
活节日前已经启动。

据了解， 只要年龄在18
岁至45岁之间、 热爱传统手
工艺术、 有创业愿望和梦想
的市民，均可报名参赛。本次
评选除了非遗传统手工艺
类、 民间工艺类、 纺织服装
类，新增了家居日用类、文化
餐饮类、 动漫及多媒体艺术
装置类。包括动漫游戏、数字
影像、 三维动画等均可参与
本次评选。

活动分报名初赛、网络票选、十强评选
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4个阶段。长沙市委
宣传部、 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办公室
将对符合条件“金手指”传人的创意项目在
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方面予
以倾斜， 还将联袂省市高等院校向获奖者
提供专业课程培训与指导。

同时，“2018年首届长沙市民创意生
活节”也将于今年10月举办，将开设“文创
精品”展区、“妙趣生活”展区、“创意空
间”展区等展区，邀请手艺匠人分享创作经
验，分享生活美学、以时尚创新的方式向市
民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近
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湘潭市委原副书记赵文彬作出逮捕决

定。之前，赵文彬 (副厅级 )涉嫌受贿罪一
案，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昌凯：
暂停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刘日新：
坚守山村育后人

赵远德：

即使只剩一条腿，也不后悔

“ ”倾覆记

筑牢“开学季”校园安全防线
长沙警方提醒谨防11种诈骗

湘潭市委原副书记赵文彬涉嫌受贿被逮捕

长沙画院年度作品展
呈现“绿水青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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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娄底以案说法筑牢纪律防线

高校
迎新
9月2日上午，湖

南大学东方红广场，
2018级新生报到，学
生携行李跨入校园。
近日， 我省各大高校
陆续开学， 大一新生
们踏上求学路。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昌凯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