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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 � �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 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夏喜衡

韵味的京剧唱起来，热闹的龙灯、花灯
舞起来。 1月13日这天是腊八节，尽管天空飘
着细雨，但天南地北的游客还是被浓浓的节
日氛围吸引到了雪峰山深处的溆浦县龙潭
镇阳雀坡古村。

村民们打糍粑、磨豆腐、做腊八菜、熬腊
八粥……忙得不可开交，笑得合不拢嘴。 自
2015年， 当地民俗文化和旅游开发联姻后，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
富。

九九朝阳庆腊八
“巍巍中华乃世界文明古国，堂堂神州

乃东方礼仪之邦……” 隆重的腊八祭祀拉
开了腊八节的序幕，67岁的谌鸿喜主持祭
祀。

在谌鸿喜的主持下，12个乐手先奏大
乐， 后奏小乐，2个引赞生引导4个承祭生上
台，对着写有“龙祖太昊伏羲氏之神主位”的
牌位行礼、上香，献上猪蹄膀、鸡、鱼和白酒
后，再向牌位三拜九叩首，祈祷华夏大地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后礼成退班，热闹的腊八
节开始了。

1号院落可以看龙潭花灯戏表演， 品尝
腊八粥；2号院落中，哭嫁别亲、花轿迎亲等
传统婚嫁表演格外喜庆；在3号院落里，吃现
场打的糍粑、喝刚煮的甜酒，杀年猪吃泡汤；
4号院落则可以推豆腐、炸豆腐，热腾腾的豆
腐脑散发着豆香；5号院落的“大家闺秀”在
绣楼上抛绣球，男女游客争相跃起。 这里的
纺纱、挑花、刺绣表演也吸引了不少人；孩子
们挤满了6号院落， 近距离看木脑壳戏才真
正知道它的奇妙。

“1号至6号院落按照修建的年代顺序编

号， 最早的建于1754年， 最晚建于民国时
期。 ”雪峰文化研究会民俗分会会长孙克告
诉记者，从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王
氏子孙在阳雀坡定居立业至今，古村落阳雀
坡已有265年历史。 这里的古村落环境保存
完好，多彩民俗传承至今。

中午的腊八宴颇有特色，由村里或院落
最有威望的长者主持。

3号院落的主持人是77岁的王身承。 他
头戴黑色礼帽，一身黑色长袍，声音洪亮。致
欢迎辞后，他按照辈分大小请宾客们依次入
座。 在阳雀坡，舅舅辈分最大。

满座后， 开始上菜。 伙计端着菜盘，高
喊：“接菜（财）啰！ ”王身承摘帽弯腰，表示对
厨师劳动的谢意、对天地生物养活村民的敬
意。然后，他报出菜名，附上一句即兴的吉祥
话。

头一个菜名曰“腊八味”，又叫腊八菜。
孙克是阳雀坡腊八菜传承人，他指着盘中菜
说，盘中有8种猪身上的肉，分别是猪嘴、猪
脸、猪耳朵、猪肉、猪肝、猪尾巴、猪脚、猪肠。
这道菜还有另一种摆法，即高高叠起8层，叫

“八层楼”，寓意八面威风、八面来财。 腊八菜
的四方依据当时的食材， 每一方摆上两道
菜，合起来象征“九九朝阳”。

文旅融合喜致富
自己做的辣萝卜、腊肉、年糕，自己种植

的蔬菜、瓜果、杂粮，自己采摘的野生山货等
摆满了村道两旁。 今年，是湖南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在阳雀坡第五次举
办腊八节。自娱自乐的传统活动变成了旅游
品牌活动，村民们瞅准机会办起了年货节。

62岁的易满红在村口也摆了摊子。“开
发之后强多啦！ ”说起文化和旅游结合的好
处，穿着橙色羽绒服的她声调都高了八度。

易满红的家在6号院落后面， 是村里最
靠里的房子。 2015年旅游开发之前，她家里
连生活都有困难。 儿子种果树亏了，欠了几
万元外债。

不过，易满红一家都勤劳肯干。 她做的
饭菜味道好，都是自己养的土猪、土鸡，自己
种的蔬菜和水果，来村里的游客都爱到她家
吃饭。 她家是一座老旧的木房子，但是打扫
得很干净。记者走到猪圈、鸡窝边，基本上闻
不到异味。

“上海的、长沙的、邵阳的都有，东北的
客人吃了饭还打包带走。洞口县一个客人来
了3次！ ”现在的收入是多少，易满红不愿意
透露。她只是骄傲地告诉记者：“几万元的债
务全部还清了。孙女在镇上读中学，成绩好，
还学特长，一个学期的学费要8000元，都是
我交的！ ”

和她一样，许多人成为文旅融合的受益
者。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
司实控人陈黎明介绍， 自2014年开始至今，
该公司在阳雀坡村投资了3000万元， 用于
修建公路和游客服务中心、 维修古房屋、建
设游步道和复原抗战地下指挥所。 11个村民
在公司就业，人均年收入3万元。 此外，公司
还动员村民参加民俗表演，每场演出的酬劳
有200元，一年演出80场到100场。

“我们把文化先行当作旅游开发的重
要战略。” 陈黎明说， 该公司成立了雪峰文
化研究会， 把长沙和雪峰山地区的168名民
俗文化研究专家都纳入了研究会， 目前已
出版了 《花瑶挑花》 《叩拜雪峰山》 等8部
学术专著。

旅游开发过程中， 农民是受益的主体。
到目前，该公司已投资5.3亿元，打造了4个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惠及12万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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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朝 男 汉族 湖南双峰 1967.11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省纪委省监委办公厅正处长级副主任
省纪委省监委第三纪检监察
室主任 （副厅长级）

刘晓红 男 汉族 湖南湘潭 1968.04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党员

省纪委省监委案件审理室正处长级副
主任

省纪委省监委第九纪检监察
室主任 （副厅长级）

李武宁 男 汉族 湖南涟源 1972.10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
省委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

康重文 男 汉族 湖南新化 1974.09 研究生 法学硕士 中共党员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省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新闻中心办公室） 处长 （主任）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
任

夏智伦 男 汉族 湖南沅江 1965.05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中共党员
省教育厅副厅长、 党组副书记， 省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秘书组副组长 （兼）

省委巡视组组长

颜学毛 男 汉族 湖南南县 1961.12 大学 理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党组副书记 省水利厅厅长、 党组书记

洪真健 男 汉族 湖南湘潭 1968.06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
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党
组成员

郭向丽 女 汉族 河南漯河 1966.01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省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 省人民政府港澳事
务办公室） 礼宾处处长

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职副
会长

刘 望 男 汉族 湖南醴陵 1966.03
在职

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

研究员
中共党员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怀化学院党委书记

张 毅 男 汉族 湖南沅江 1970.06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长
沙市望城区委副书记 （挂职）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

陈静彬 女 汉族 湖南南县 1975.07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中共党员 益阳市资阳区委书记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刘永德 男 汉族 湖南邵东 1964.04
省委党校

大专
中共党员

邵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 秘书长 ，
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

提名为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候选人

李建华 男 汉族 湖南长沙 1970.12
在职

研究生
工学硕士
工程师

中共党员 冷水江市委书记
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

精准扶贫在三湘

�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交通脱贫攻
坚战成果丰硕。 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截至2018年底，我省已完成2万公里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年度建设目标。 今年计划
再新增1.5万公里水泥（沥青）路，力争基本实
现全省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2018年， 我省交通项目向进村入户倾
斜，全省51个贫困县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03亿元，占全省交通总投资的46.8%。 全省
去年新增2万公里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其
中51个贫困县新增1.49万公里， 为我省脱贫
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邵阳市，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
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直接惠及了4000余个自

然村、40余万贫困地区群众。 位于邵阳新宁
县的沉水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8户324人。
2018年8月， 该村全长4.1公里自然村水泥路
完工，在脐橙成熟季节，大货车直接开到了果
园旁、家门口，加快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规模
化，贫困户人均增收800元以上。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周海兵介
绍，今年我省将更加聚焦贫困地区最紧迫最突
出的交通问题，优先保障贫困地区项目资金投
入。 其中，51个贫困县交通基础设施计划投资
240亿元，重点推进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
公路、危桥改造、安防工程等项目建设。 把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作为全系统工作重中
之重，确保完成1.5万公里年度目标，力争基本
完成全省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任务。

全省交通项目向进村入户倾斜
今年力争基本实现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 � � � 湖南日报 1月 1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曾妍 ）1月11日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联合举行第39期“决胜执行难———长
沙执行风暴”全媒体直播活动，对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
3起执行案件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

一起案件的执行标的物远在岳阳， 强制
腾退的房屋面积达6864平方米， 屋内还有
1000多个危险燃气罐，搬迁工程量极大。上午
9时，长沙中院和岳阳中院启动异地协同执行
机制，发挥协调和统筹优势，运用无人机等高
科技设备参与执行。 上午11时，危险燃气罐被
安全清理，预计腾房工作将持续两天。

湖南某制药公司声称经营不善，近2个月
实际进账却有上百万元， 依旧拖欠农民工工
资11万元不还。 当天上午9时，长沙市芙蓉区
法院执行干警来到公司，识破其逃避债务、规
避执行的“伎俩”，当场下达审计调查执行决
定书，下一步将组织双方当事人执行和解。

当天直播活动设有长沙中院、 芙蓉区法
院2个执行指挥中心，对岳阳、长沙两地3个执
行现场进行远程调度指挥。 长沙中院党组成
员、执行局局长范登峰，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陈云良担任演播室嘉宾， 点评执行过程中的
法律问题。 6名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全程
监督见证执行，50家中央、 省市级媒体同步
直播报道，持续3小时10分钟，1500余万网友
在线观看。

最高法“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在湘举行

�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陈薇）12日，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金鹰报刊社举办的
“2019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 在长沙市群
众艺术馆举行。 来自全省的近千名老年朋友
齐聚一堂， 享受这场专属于老年人的视听盛
宴，并共同见证新湖南客户端“社区”频道正
式上线。

据了解，此次老年春节联欢会自2018年
11月在长沙进行首场海选以来，先后举办了
9场市州海选。 最终，有16个优秀节目在海选
活动中脱颖而出。 两小时，400余名演职人
员，近千名现场观众，歌曲、舞蹈、评弹、京剧、
器乐、模特秀等节目逐一亮相。

活动现场还邀请到了3位“重磅”嘉宾，有

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的老朋友、著名湘剧表
演艺术家左大玢和花鼓戏表演艺术家李小嘉；
还有首次登台的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情景喜
剧《一家老小向前冲》中的“严爹”王永光。 3位
艺术家为观众朋友献上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试运行，
以《金鹰报》原创内容为主体的的“新湖南社
区频道”正式上线。 据介绍，新湖南客户端“社
区” 频道将以服务社区为本， 乐做群众贴心
人， 打造《市井情报》《社区播报》《不老爱情》
《社区好人》等品牌专栏，聚焦发生在社区居
民身边的突发事、新鲜事、暖心事、烦心事，最
真实地触摸民情冷暖， 让新闻的触角延伸到
市民的眼前、脚前，让新闻“冒热气接地气”。

“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温情上演
新湖南客户端“社区”频道正式上线

雪峰腊八香 老乡致富忙

� � � � 1月12日，衡阳市青少年宫，小朋友
在展示、书写“福”字和春联。 当天，该青
少年宫开展写春联、送祝福活动，让青少
年在参与中增强对春节的认知， 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照片均为 贺畅 摄

写春联 送祝福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连日来， 湖南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备受鼓
舞， 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主动担当作为，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 向党和人民交上
优异答卷。

奋力夺取更大战略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践行‘两个维护’，
强化政治监督，着力督促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精准落实。” 省纪
委省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湖南将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进
一步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主动担当作为，
忠诚履职尽责，不松劲、不停歇，以永远在路上
的坚韧和执着认真履职尽责，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奋力夺取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遵循。”
湘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胡卫
兵表示，作为伟人故里的基层纪检监察机关，
将深刻领会、深入落实、深刻践行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用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用
自身干净的良好形象， 担当起历史赋予的神
圣职责和使命。

“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
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组长曹
世凯告诉记者， 作为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
组， 要加强监督检查，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举旗亮剑、履职尽责。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徐湘平认为，要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一体推进“三不”机制：既重拳出击、正风
肃纪让人不敢腐，又完善制度、健全法治让人
不能腐，还加强思想教育、涵养政治生态让人
不想腐，实现惩中治、治中惩，惩治同向、同
步、同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条条弥足珍
贵，项项剑指问题。”衡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包昌林表示，衡阳纪检监察机
关将以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不松劲、不
停歇，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认真履职
尽责，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
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为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岳阳市委常
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李挚表示，2019
年，岳阳将在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的同时，
对10个典型违纪违法案件探索开展“以案纠错、
以案纠责、以案纠风、以案纠章”一案四纠警示
教育活动，实现一体推进“三不机制”。

“思路上倍感清晰、情感上倍感亲切、精
神上倍感振奋、工作上倍感责任和压力。” 湘
江新区纪工委书记文山虎表示， 将提高站位
抓落实，深入传达学习，吃透讲话精神，奋力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高校作为基层组织，并非一方净土。”湖
南科技学院纪委书记彭立威认为， 高校纪委
应更加注重从“三重一大” 决策源头防腐入
手，解决好对“关键少数”的监督，真正把监督
作为第一职责、挺在前面。

以人民为中心，清除“害群之马”
“40年来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其

中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确保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汝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黄光华表示， 汝城县纪委监委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持之以恒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纪理念，切
实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为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提供坚强保障。

“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以‘经
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胜仗’为铁的
标准，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切实强化政治
担当、练就过硬本领，以更大的反腐决心、更
足的必胜信心，不停步、再出发，为推动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南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黄娟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基层纪
检监察干部提出很多具体而更严的要求。 其中
一项，就是要求我们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
群之马’，践行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确实很
接地气。”蓝山县纪委副书记唐基勇表示，蓝山
县纪委监委一定按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严格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管理， 以实际行动
全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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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②）他酷爱学习，追求真理，思维
层次高，久经考验，具有极为丰富的实际工作
经验。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自律，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永葆了老党员、老干部、老领
导的革命本色。

孔安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
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孔安民同志虽然与我们
永别了，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将永远教育
和激励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