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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今天，湖南省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宁乡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潘
立强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礼品礼金问题。
2016年11月至2018年春节期间， 潘立强多次收
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某私营业主钟某某赠送的高
档烟酒和红包礼金。潘立强还存在为钟某某承揽
项目工程打招呼、提供便利和向他人赠送拜年礼
金的问题。 潘立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祁东县文化馆馆长蒋小平违规发放津补贴问
题。2018年春节前夕，蒋小平主持召开班子成员会
议，集体研究决定春节前召开家属座谈会，每人发
400元补助；春节后按是否正常上班参加会议情况
发放补助。两次合计违规发放补助12000元。蒋小
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费用被收缴。

湘潭市信访局驻京驻长维稳劝返科科长
刘鑫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2018年2月10日至春
节假期结束， 刘鑫违反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
定，将湘潭市信访局安排给驻京维稳劝返办使
用的公务用车开回湘乡老家，停放在其父母家

车库里。期间，刘鑫的哥哥刘某3次驾驶该公务
用车办理私事。 刘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永定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童少芳违规
操办女儿婚宴问题。 2018年11月4日至6日，童
少芳在自己家中连续3天为女儿操办婚宴，共
置办酒席30桌， 违规收受公职人员所送礼金
55000元。 事后，童少芳向组织报告操办女儿
婚宴时间为11月6日、宴请桌数20桌，隐瞒违规
操办实情。 童少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免职处
理，被责令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其他违规参
加婚宴并送礼的公职人员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资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郭澄清违规
收受礼品问题。2018年1月下旬，孙某某受某公
司诉讼代理人委托，向郭澄清打听相关案件情
况。 事后，孙某某为感谢郭澄清对案件的调解
处理， 在2018年春节前夕送给郭澄清高档烟
酒。 郭澄清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凤凰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向俊文违规
发放津补贴等问题。 2017年1月至2018年10
月，凤凰县财政局以节假日值班补贴、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补助、目标管理奖等名义违规发

放津补贴9次，共106.9万元。 其中，违规发放
2017年春节值班补贴45000元、2018年春节值
班补贴61000元。 此外，该局还存在违反公务
接待管理规定、违规公款旅游问题。 向俊文作
为局党组书记、局长，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
过处分，该局相关违纪费用被收缴。

通报指出， 上述6起问题， 既涉及党政机
关，也涉及企事业单位，大部分发生在党的十
九大之后，发生在春节前后，都是典型的“节日
腐败”问题。 有的违规收受高档烟酒；有的违规
使用公务用车； 有的巧立名目违规发放津补
贴；有的大操大办、报告假情况等。 对这些党员
干部给予严肃处理，充分表明各级党组织和纪
检监察机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 春
节将至，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
切实把自己摆进去， 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 改进作风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践行对党忠诚、坚决落实“两个维护”的具体体
现，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不敢、不能、不
想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成俊峰 王梅
通讯员 陈毅

1月29日清晨6时， 衡阳市石鼓区青
山街道西湖一村社区唐爱民家，寒风拍打
着陈旧的窗台，嘭嘭作响。

橘色灯光下，唐爱民提起布满药垢的
铁锅，将浓稠的中药倒入桶内，热气往她
那瘦小而沧桑的脸上直扑。

“这些中药既可暖身，还可防止皮肤
溃烂。 ”唐爱民提着药桶来到瘫痪已久的
88岁婆婆蒋桂香床前， 如往常一样打开
电视机和空调， 便撑着床角跨上床去，用
她那40余公斤的身躯支撑， 将近80公斤
的婆婆挪到床边， 然后熟练地为婆婆擦
身、洗脚……这幕情景，每天都会在这个
家里“上演”，并且已经有35年。

“忘记昨天的苦，便不觉苦”
帮婆婆擦完身体，收拾一番后，腼腆

爱笑的唐爱民坐到沙发上小憩，与记者讲
起了这些年的故事。

1984年，唐爱民20岁。 在衡阳岳峰瓷
厂工作的她，正跟龙秋林谈着恋爱，日子
平淡却透着甜蜜。 然而，这年龙秋林的母
亲蒋桂香突发脑梗变成了植物人。

“现在分手还来得及，别害了自己一
生呀!”有亲朋好友见状，劝唐爱民趁年轻
漂亮赶紧与龙秋林分手。

“我不想耽搁你，我们分手吧。 ”与此
同时，龙秋林的一席话也让唐爱民泣不成
声。

“他一个男的，既要上班，又要照顾母
亲，怎么照顾得好？ ”坠入爱河的唐爱民，
不顾“未婚同居”的非议，毅然放弃岳峰瓷
厂的工作，申请调到蒋桂香住院附近的新
亚商场工作。 每天下班，她就跑去医院照
顾老人吃喝拉撒，伴至次日。

为了让龙秋林安心工作，唐爱民每天
独自忙得脚不沾地，经常累得在蒋桂香病
床前站着睡着。 不久，她的“睡功”迅速传
开，她的故事也随之被人知晓。 在很多病
友眼里，她俨然成了蒋桂香不可替代的优
秀护理员、营养家、理发师……

“皇天不负苦心人，做梦都没想到奇
迹与喜事接踵而至。 ”两年后的一天，蒋
桂香恢复了意识。 不久，唐爱民便在瘫痪
婆婆的见证下，与龙秋林结为夫妻，并很
快怀上了孩子。

回忆往事，唐爱民嘴角上扬，洋溢着
自信的微笑，坚定地说：过去的苦难都成
为了历史， 忘记昨天的苦， 便不会觉得
苦。

“看到明天的美，就会更美”
30余年的照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很难。
2003年，蒋桂香再次患上脑梗，医院

已不愿收治。
“如果不尽最大努力，我会自责一辈

子。”唐爱民不甘放弃，她取出家中所有积
蓄，为婆婆咨询了60余名医生，开出上百
种药。 经过积极治疗，婆婆的病情竟渐渐
好转。

2011年，新亚商场因经营不善倒闭，唐
爱民也随之下岗。 之后，她便找了一家服装
店做事，尽管收入骤减，她仍然乐此不疲。

她还帮婆婆在床头装了一键直通电话，
并自制了空调隔风板，防止风直接吹到患有
风湿的婆婆身上。 怕婆婆打不开电视和电
灯，她又在床头安装了两个控制开关……

“嘟”“嘟”……手机一响，唐爱民迅速
从沙发上起身，去厨房端来早餐，一边喂
着婆婆，一边说道：“婆婆患病以来语言功
能有障碍，便喜欢打电话叫我。 每次喂完
饭菜和药，婆婆都会用手比划着向我表示
感谢，很是可爱。 ”唐爱民说，前些年自己
患上了心脏病， 每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
时，只要想起这一幕，便会幸福感满满，觉
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看到明天的美， 自己就会觉得更
美。”唐爱民说，要让婆婆的每个明天都能
如此美好!
� � � � 唐爱民的故事在西湖一村社区已流
传多年，她与婆婆的故事，早已成了婆媳
和睦的“标杆”，她也因此被大家冠以“衡
阳好媳妇”美誉。

邻居颜素辉说，街坊邻里还自费创作
并演绎了戏曲《社区好媳妇》，让唐爱民的
故事越传越远……

■点评：
唐爱民拥有一颗非凡的善心， 她以

“苦难已成为历史”为座右铭，坚守着自己
和家人对生活的希望。

她用30多年如一日的执着，以奉献为
“词”，以坚守为“曲”，谱写了一曲“久病床
前有孝媳”的动人乐章。

�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开展了预防“二次交通事故”主题演练，
警示广大驾驶员发生事故后远离事故车
辆，不要长时间滞留在行车道内，谨防二
次交通事故发生。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8年至今，共发
生235起二次事故， 致44人死亡、250人受伤，
且大都发生在车速较快路段（高速为主）。

长沙交警提醒，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
事人应做到以下几点：将车辆熄火，打开
危险报警闪光灯， 开启车辆驻车制动；设
立警告标志， 引导后方来车提前避让，一

般道路要在事故现场来车方向大于50米
距离放置警告标志，在城市快速路、高速
公路上，要大于150米距离；远离事故车
辆，不要长时间滞留在行车道内。

做好前期安全处置后，属于轻微交通
事故的，应迅速对现场拍照撤离；对于造
成人员伤亡或无法自行撤除现场的，应及
时转移车上人员到安全地带，劝离疏散围
观人员，并迅速报警，等候交警处置；高速
或快速路发生轻微事故的，应现场手机拍
照后立即将车驶离主线行车道路，停靠到
应急车道、路肩或驶出高速公路到收费站
等候交警处理。

久病床前有孝媳
———记照顾瘫痪婆婆35年的“衡阳好媳妇”唐爱民

� � � � 1月29日，体重仅40余公斤的唐爱民，把将近80公斤的婆婆挪到床边，用中药为婆
婆擦身、洗脚。 成俊峰 摄

交警提醒出行预防二次事故发生
快撤离 不围观

省纪委通报6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请喝杯热茶！
1月31日，桂东县汽车站，志愿者为候车的旅客奉上菊花茶。 当天，共青团桂东

县委员会、桂东县星火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关爱再出发”情暖旅途活动，志愿者
为旅客奉上菊花热茶，并提供咨询、搬运行李等服务。 邓仁湘 摄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今天上午， 省
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近半
年来依法打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成效。

去年7月份以来， 省道路交通安全委
员会、 省公安厅分别对高速交通、 农村
交通、 城市交通采取专项行动， 累计曝
光违法多发车辆28412台、 隐患突出运
输企业352家， 联合运管部门查处涉嫌非
法营运1960起； 强化行政、 刑事打击，
共行政拘留11890人， 办理危险驾驶刑
事案件3603起， 刑事拘留1293人； 深化
事故深度调查和责任追究， 35名涉案人
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63名监管部门工作
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截至2018年
底， 全省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5.44% 、
20.52%。

在高速交通专项行动期间， 全省设

立35个高速公路省际检查站， 严把入省
关， 严查“两客一危” 重点车辆， 累计
对5000余本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降级
驾驶证1500余本， 吊销驾驶证450余本，
处罚客运企业主管人员77人， 涉客涉危
事故总量同比下降70%以上。

在农村交通专项行动期间， 共查处
酒驾、 醉驾、 毒驾“三驾” 违法行为
8300余起， 非法载人3.9万起， 驾乘摩托
车不戴头盔8.3万起， 违规拖拉机上路行
驶1.49万起， 无牌、 报废车上路行驶2.68
万起。

在城市交通专项行动期间， 共查处
“三驾” 违法行为7200余起， 工程运输车、
公交车、 出租车交通违法3.6万起， 乱停车、
乱变道、 乱插队交通违法1.53万起， 无牌、
假牌、 套牌交通违法1.76万起， 不礼让斑马
线2000余起， 行人、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1.89万起。 省内14个市州城区主要道路拥堵
得到缓解， 市民交通出行环境持续改善。

�我省两名记者获
中国记协援助项目资金

省记协看望慰问受援助记者和
家属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杨元崇 李国斌) 今天上
午， 受中国记协、 省委宣传部和省记协的委托， 省记
协副主席、 湖南日报社总编辑龚政文一行前往张家界
日报社， 看望慰问受援助记者沈丽娜及王勇家属， 转
送中国记协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资金。

2016年4月8日， 张家界日报社记者沈丽娜在深入
基层采访途中受重伤， 住院治疗经历两次手术后， 已
基本痊愈。 张家界日报社记者、 编辑王勇把毕生精力
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 坚守新闻岗位22年， 积
劳成疾， 于2018年3月因抢救无效去世。 省记协鼓励
沈丽娜及王勇家属保持积极向上心态， 保重身体， 表
示各级记协将给予尽可能的帮助。

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是中国记协从2014年开始
设立的公益项目， 每年资助和抚慰在履行新闻采访报道
职责过程中因公殉职、 伤残或重病的新闻工作者及其家
属。 对因公伤、 病、 亡新闻工作者及其家属， 中国记协
和省记协还采取看望慰问、 回访座谈等方式， 做到心到
情到， 让受援助对象切实感受到来自“娘家” 的温暖。

近半年来办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3603起， 刑拘1293人

湖南依法打击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