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政治 08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徐卫香 平静 周旋

“诚实做人、遵纪守法，廉洁‘灯笼’高高
挂……”

“反腐败倡廉洁（打一商标品牌），廉洁清
风处处可见（打水浒二人物）……”

正月十五花灯俏，锣鼓喧天闹元宵。走进
省会长沙，今年的元宵节不仅张灯结彩、喜庆
热闹，十足的传统味里还藏着浓浓的“廉”味。

镜头一：雷锋故里传“廉”味

“老李，纪委的同志在那边‘摆摊’呢，我们
那个问题找他们反映下看……”2月19日，在望
城区望府路社区正荣广场元宵喜乐会上，区纪
委专门设立的“廉情集市”吸引了不少群众前
来“赶集”。

活动现场， 纪检干部认真收集群众意见、
听取群众心声， 主动发放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便民卡”， 还向来来往往的群众送上灯笼、汤
圆等小礼物，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

不远处的一台书法体验机前排起了长队，
大家或写下新春祝福，或写下廉洁寄语，格外
热闹。“写完之后点击‘确定’就自动生成二维
码了，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直接转发给想要送
去祝福的人了。” 社区一位大妈笑呵呵地打开
自己的手机，将“廉洁好家风”二维码发给了从

事公务的儿子儿媳。当天的元宵喜乐会，除了
有“廉情集市”，广场内还有猜廉洁灯谜、写廉
洁小家训、 剪廉洁剪纸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
动。

望城是雷锋的家乡，当地党政机关迎接佳
节也有独特的方式———全区党员干部纷纷签
订“不收送红包礼金”承诺书，并张贴在办公室
门前。当天，该区还派出13个常态化作风建设
督查组， 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只有守住‘廉
关’，党员干部才能团团圆圆过佳节。”该区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元宵节前后，望城区各街镇、区直单位
还分层分类开展廉洁家访活动，引导家属日
常多“扯袖”、多“咬耳”，共同树立廉洁好家
风。

“‘莲灯’寓意‘廉洁’。嫂子，您作为家属，
希望您时刻提醒他守住廉洁底线……”在望城
区丁字街道，街道党工委书记曹文一行来到丁
字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王勇家进行廉洁家访，
拉家常、聊家风，还送上了一份节礼———莲灯。
“谢谢组织关怀， 我会把这灯笼高高挂起来。”
王勇的妻子当即表态，一定当好“廉内助”。

镜头二：竞猜灯谜，元宵大“廉”欢

佳节到来，省会各地街道、社区和单位组
织，不约而同开展了一系列竞猜“廉政灯谜”活
动。

2月18日下午， 天心区金盆岭街道涂新社
区举办“欢欢喜喜闹元宵，开开心心过新‘廉’”
主题活动，吸引辖区近百人积极参与。

在妙趣横生的“廉政灯谜猜猜猜”区域，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举国上下反腐倡
廉（打一高等学府）———清华”“南郭何故能充
数（反腐倡廉术语）———齐抓共管”…… 本次
灯谜以廉政内容做谜面，共展示灯谜100多条，
形式上除了字谜，还有词语谜、地名谜、专业名
词谜等，既具娱乐性，又具知识性。

“包公的脸 , 圣人的眼”“清浊之水不同
流”……无独有偶，2月15日，开福区浏阳河
街道福元路社区的墙上灯谜琳琅满目，社区
开展的“猜廉政灯谜 ，过廉洁新年”主题活
动， 吸引了200余名党员、 居民热情参与。

“‘廉政之风代代传———打一河北地名’，谜
底是永清”……2月17日上午，开福区通泰街
街道连升街社区“老街故事”大厅张灯结彩，
来自辖区潮宗街小学的部分学生家庭、社区
党员代表在这里举行“扎花灯、猜灯谜”庆元
宵活动。2月18日开学第一天，开福区清水塘
第二小学还举行“开学第一课，廉洁种心间”
廉政灯谜入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既能学到知
识，又在心间种下一颗“廉洁种子”。

大家不约而同的行动，将传统节庆活动与
廉政教育相结合， 既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
又使廉政文化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深入人心，
成为省会一道靓丽的风景。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运 ） 社会上常见一些精神病
人、智障残疾人、未成年人走失，有的甚
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家在哪。2018
年4月，长沙市公安、民政部门联合发起
“回家行动”， 利用大数据帮助长期滞留
救助站的人早日返家。 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公安局获悉，“回家行动”开展以来，成
功确认283名受救助人员身份， 其中241
人已被护送回家与家人团聚。

家住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的徐某，
患有精神疾病，2009年4月走失流浪到长
沙，被人送到救助站。救助站想了很多办
法帮他找家， 如录入信息推送到全国救
助寻亲网、 刊登报纸寻亲、DNA比对等，
但都无果而终。“回家行动”启动后，长沙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视频侦查中心运用大
数据平台等，进行比对排查、综合研判，

确认徐某家住武汉， 并联系上他的两个
女儿。2018年5月18日， 徐某的女儿从长
沙一家精神病医院将其接走， 父女终于
团聚。

“‘回家行动’帮助的对象，包括滞留
救助站的精神病人、智障残疾人，送到救
助站需要确认身份的人， 在街头乞讨流
浪的人员等。”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罗石桥介绍， 刑侦支队视频侦査中心
建立24小时查询比对工作机制， 及时将
他们的身份信息、户籍地址、家庭成员联
系方式等关键信息推送至民政部门，为
民政部门护送他们回家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长沙市公安局对被救助人员是
否为负案在逃人员进行大数据筛査，成功
抓获了公安部B级命案逃犯金某全（重庆
酉阳人）、纵火案逃犯张某涛（河南沈丘县
人）等重特大刑事案件逃犯10余名。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位于武陵山腹地
的龙山县靛房镇山峰村田复爱家，一群人围在
火炉边谈得正欢。

龙山县纪委监委驻山峰村扶贫队队长梁
海波关切地问：“老田， 今年养了多少头羊？有
没有信心脱贫？”

“有30多头了， 今年脱贫一点问题都没
有！”老田说，“还没到正月十五，年还没过完，
你们这么早就入村了？”

“我们初八就来了。今年是山峰村脱贫的
关键之年，时间紧任务重，不早点来不行啊！”
扶贫队员刘真卿接过话茬。

“2019年要大搞油茶开发，你要管好你的
羊， 莫让它们出去搞破坏啰！” 山峰村第一书

记、扶贫队员宋国胜赶紧提醒。“没问题，不过
要多费些心了！”老田笑着答道。

山峰村种养矛盾突出，搞产业开发必须得
群众支持才行。 扶贫队一开年就狠抓走访，全
面摸清底子，拉近干群距离，寻求理解支持。

“叮零零……”谈话被一串手机铃声打断
了。宋国胜掏出手机一看，是妻子打来的。

他赶紧到一边接电话， 调侃道：“老周，怎
么想起给村支书打电话的？有什么指示？”

“你一天到晚只记得你的扶贫，连今天是
什么日子都忘了？”电话那头说。

“什么日子？”宋国胜一脸茫然。
“你的生日啊！回来没，我买几个好菜庆贺

一下？”妻子问。
“喔，今天还真是我生日。”回过神来，老宋

满是感激与歉意，“实在太忙了， 不得空回家。

生日年年过，无所谓啦！拜托照看好儿子啊！”
妻子的来电， 勾起了宋国胜的心头事。今

年正月初七刚上班，县纪委书记等领导就把他
叫到会议室，宣布派他去山峰村任第一书记开
展驻村扶贫，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服从组织安排！”宋国胜二话不说，第二
天就进了山峰村，与原第一书记完成工作交接
后，第三天就开始进寨入户走访。

大家走访发现，山峰村山多地少，自然条
件差，经济基础薄，是名副其实的深度贫困村。
宋国胜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下定决心要
让山峰村群众尽快脱贫。

“宋书记，进来和老田商量一下危房改造
的事。” 梁海波队长的话， 打断了宋国胜的回
忆，他赶紧进了屋。当天，扶贫队一行走访了10
余户农户。

是夜，躺在冷冷的被窝里，宋国胜收到了
妻子从手机上发来的生日祝福。他在备忘录上
写下：“在扶贫走访中，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的生
日，累并快乐着。”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马霖）“昔日战场， 今朝
美景。”2月17日，家住洞口县醪田镇新龙
村的抗战老兵尹生斗如愿坐上从衡阳东
开往怀化南的D7230次动车， 看着窗外
连绵的雪峰山飞驰而过，感慨万千。

怀邵衡铁路开通， 在洞口县成为大
喜事。坐一坐动车，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
变化，成为一些年迈的抗战老兵的期待。

洞口雪峰山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得
知情况，立即筹划，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筹备组取得联系， 与洞口火车站公安派
出所和客运部门沟通，安排老兵出行，帮
老人们实现坐动车的愿望。

2月17日14时38分，尹生斗、刘奇元
等4名抗战老兵在洞口站坐上了D7230
次动车，31分钟后顺利抵达怀化南站，随
后又乘坐动车返回洞口。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全林海）记者今天从株洲市纪委监
委获悉，株洲市国投集团党委原副书记、
原董事长杨尚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株洲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杨尚荣，男，汉族，1965年5月出生，
湖南湘潭县人，大学本科文化，高级经济
师，1984年4月参加工作，1988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4月至1985年1月，
在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县支行工作；1985
年1月至1993年3月， 在中国工商银行株
洲县支行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1993年4月至2003年4月， 先后任中
国工商银行株洲市分行办公室综合员、
办公室副主任、董家塅支行行长、党委办
公室主任、副行长、党委委员；2003年4月
至2005年5月， 任株洲市商业银行行长；
2005年5月至2009年11月， 任株洲市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
株洲市国投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 任株洲市国
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2012年5月
至2018年9月，任株洲市国投集团党委副
书记、董事长。

长沙“回家行动”暖人心
利用大数据已帮助241位失散人员回家

抗战老兵喜坐动车

株洲市国投集团党委原副书记、
原董事长杨尚荣接受审查调查

元宵佳节“廉”风拂

一个特别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