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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沈敬 何力 卓萌

近年来，每年春季和秋季，湖南省文
物总店附近的酒店宾馆都会迎来一波入
住旺季。 全国各地来长沙参加湖南文物
国际博览会的收藏家早早把客房抢订一
空，以桌床为展柜进行文物艺术品交易。
这种自发形成的活动固定下来， 被称为
“房间交流会”。 2月18日，“房间交流会”
在潇湘华天大酒店举行， 拉开了第21届
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简称“文博会”）的
序幕。

房门大开，自带照明设备，瓷器、玉

器、书画、杂件四大门类的文物艺术品琳
琅满目。 潇湘华天大酒店的24楼至37楼，
几乎每间客房都是如此景象。

江苏常州的收藏家谈军正在迎来送
往。 谈军接触收藏已有30年，从第2届文
博会开始，届届参加。 这次，他牵头的团
队预订了80个展柜。 他说：“在长沙举办
的湖南文博会早已成为全国的龙头老
大， 它为收藏家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交流平台， 为诚信交易奠定了更加
坚实的基础。 因为参与的人多、地域广，
文物艺术品的价格渐渐形成了更加稳定
的价格区间。 ”

广西桂林收藏家尹红杰的藏品中，一

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黑白照引人
注目。 它们由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拍
摄，或是单人照，或为合影。 尹红杰告诉记
者，这类题材的照片非常珍贵：拍摄对象
是新中国的伟人领袖； 摄影者吴印咸，是
我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
记录者；照片采用了进口相纸拍摄，到现
在还很清晰。因此，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这
组作品的标价都在10万元以上，其中一幅
周恩来在漓江的照片，标价99万元。

据湖南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介
绍，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2月24日。“房间
交流会”为2月18日至21日。在2月22日至
24日举行的全国文物交流会中，30多家

国有文物商店将带来大批“老库”，即收
藏年代较早的文物艺术品， 整体价格不
高，品质有保证。 其中，上海文物商店首
次携带近百件字画参展， 皆为海派中小
名家的代表之作，包括成扇、字对、立轴、
轴片、册页片、折扇页等多个种类。 湖南
省文物总店在原有的1万多件文物艺术
品的基础上， 特意从仓库调入了2000多
件玉器和瓷器，高中低端配备齐整。 海峡
两岸台湾古玩商交流协会则带来了足以
摆满12个展柜的藏品。

本届文博会期间，还将举行《陶瓷艺
术与生活》学术讲座、民间收藏品交易会
暨特色收藏精品展等活动。

宁远巡察“利剑”狠刹教育不正之风———

百姓喜笑颜开，
“得罪人”也值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胜平

“您好，上学期学校收的6900元择校费，前段时间已
退还给我了。 你们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

开学时节，宁远县委巡察组专职联络员肖羽对县委巡
察县教育局党委期间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电话
回访。 该县桂冠中学学生家长老黄在接到回访电话时，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在受理信访举报及对全县中小学校明察暗访
的统计分析中，宁远县委巡察组发现，部分学校及老师存
在违规收取择校费、补课费等问题，学生家长反映强烈。

“老百姓关注什么，我们就巡察什么。”2018年，在研究
确定县委第五轮巡察对象时，永州市副市长、宁远县委书
记刘卫华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2018年9月， 宁远县委决
定，对县教育局党委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常规巡察，同时对
部分问题反映集中的中小学校进行延伸巡察。

“发现问题是巡察工作的生命线，要不怕‘得罪人’，不
怕麻烦事。 ”宁远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海平告诉记者，第五轮巡察工作
启动后，县委巡察组坚持敢于“亮剑”、强力纠错。“利剑”之
下，隐藏在教育系统内的沉疴宿疾很快被一一“揪”出来：

天堂镇大阳洞完小校长欧阳某某截留班主任补助、不
配合巡察工作，县委巡察组按程序呈报县委，欧阳某某被
免职；

清水桥镇洛家洞小学校长李某某套取学生伙食费，县
委巡察组及时反馈给县教育局， 李某某受到诫勉谈话处
分；

县印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李某某违规开办舞蹈培训班，
县委巡察组责成县教育局党委依规对其进行约谈；

县第五小学、水市镇梅岗小学、禾亭镇琵琶学校校长
及县教育局相关领导因配合巡察工作不力，被县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约谈；

责令县桂冠中学退还违规收取的择校费6.5万元，责
令宁远县明德学校退还违规收取的择校费21.7万元……

据统计，第五轮巡察中，宁远县委巡察组共发现县教
育局“六个围绕”方面问题35个，其中发现违规择校、补课、
征订教辅材等问题8个，向县纪委移交问题线索10条，向县
教育局党委移交问题线索17条。县纪委和县教育局党委围
绕巡察发现的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处分了一批党员
干部和教师职工，清退违规津补贴、择校费、补课费等近
200万元。

“近年来，宁远县委始终将巡察整改作为推动工作的
重要途径，针对家长反映强烈的择校等‘就学难’问题，大
力开展学位建设和学校标准化建设，扭住矛盾核心，努力
解决根源问题。”县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19年
春季开学，宁远已建设学位21820个，完成省市任务155%；
严格规定每班最多人数不超过45个，543个超大班额全部
化解“清零”；2018年招聘375名青年优秀教师，全部充实
到教学一线；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格实行教学质量
评价机制，大幅提升了教学质量。

2月16日， 宁远县委巡察办干部来到太平镇竹峰村走
访时，贫困户毛腾春高兴地说，通过教育扶贫和县委巡察
办及镇里、学校共同做工作，他一度辍学在家的儿子毛国
庆又将回到云潭中学念初中了。

“狠刹教育不正之风，学生家长拍手称快。老百姓喜笑
颜开，我们‘得罪人’也值呀！ ”宁远县委巡察组陈义兵、吕
胜辉、杨臣山、柏敏四位组长的话，道出了“巡察人”的心里
话。

又到开学季
长沙交警设100处
护学岗守护平安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 李运） 今天是长沙市中小
学开学第一天， 长沙交警全面启动护学
勤务，设置100处护学岗，强化学校周边
道路日常交通管理， 确保校园周边及城
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2月18日起，长沙交警在该市100所
学校全面恢复护学岗勤务，安排民警、辅
（协）警和文明交通劝导员执守，在学校
门口维持交通秩序，确保学生交通安全。
同时，铁骑民警在上、放学高峰时段，加
大对校园周边道路的巡逻管控， 及时查
处路面交通违法，疏导交通拥堵。

现在家长开车接送学生的现象十分
普遍， 大量接送车辆短时间集中停放很
容易引发交通拥堵。 辖区交警中队和铁
骑民警将加强停车管控， 确保专用停车
位不被长时间占用， 在高峰时段确保不
发生车辆两排或多排停放以及逆向停放
等违法现象， 对于不服从交警指挥影响
交通的，严格依法处罚。

新学期， 该市400余所中小学的千
面护学旗全面上岗， 长沙交警联合学校
老师、家长和志愿者上路开展护学行动，
呼吁全社会共同关爱未成年人交通安
全，引导车辆礼让斑马线，共创文明、安
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衡阳3名科级干部
接受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育霖） 记者今天从衡阳市纪
委监委获悉， 衡阳市建筑市场稽查支队
副科级干部滕文光、 常宁市城市和农村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郭雄、 常宁
市教育局副科级干部李军晖等3名科级
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衡
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年来， 衡阳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反
腐败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对腐败
问题露头就打、 寸步不让， 始终保持查
办案件高压态势， 让党员干部和各界群
众见证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 � �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李双）“签订承诺书， 是对我们所有
基层党员干部的鞭策，让我们牢记扫黑除
恶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 ”今天，醴
陵市嘉树镇嘉树村党总支书记周作林说。

近日， 株洲市委组织部组织全市村
（社区）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在内的近12
万名基层党员干部签订不参与涉黑涉恶
活动承诺书。 据悉，此次签订承诺书活动，

旨在进一步发动株洲全市党员干部积极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专项斗争持
续升温。 承诺书的签订结合党员冬春训、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和春节走访慰问等，采
取集中或分散等方式进行。

承诺内容主要包括：党员干部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委
和株洲市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做到“五个坚决”，即坚

决服从组织安排，全力支持、积极参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坚决不参与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活动；坚决不当黑恶势力“保
护伞”，不为涉黑涉恶人员通风报信、说情、
打招呼；坚决管好家人和亲属，教育和引
导他们不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坚
决与涉黑涉恶行为作斗争， 及时发现、举
报涉黑涉恶线索。

同时，株洲市发动各县市区充分利
用党员微信群、QQ群，通过悬挂横幅、张
贴海报、分发宣传册等方式进一步宣传
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和
主要任务。

第21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开幕———

“房间交流会”艺术品琳琅满目

“扫黑除恶从我做起”
株洲市近12万名基层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

军民共叙
鱼水情

2月18日下午,�
慰问演出团成员和官
兵一起高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天， 望城区老干部
大学、 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曲艺戏剧家协
会联合组成慰问演出
团， 来到武警长沙支
队望城中队营区， 为
官兵送上曲艺节目，
共叙鱼水深情。

罗天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