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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论市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谢谢你们来看我， 感谢组织的关心和帮
助。”近日，握着回访的怀化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龙自强的手，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原党委书记李健连声道谢。

已退休的李健因在任时对单位违规发放业
务奖负有领导责任被问责。“通过回访，我切身感
受到纪检监察机关也是受处分党员干部的‘娘
家’。” 李健诚恳地说。

进家门谈话暖心，化心结激励担当。从今年
初开始，怀化市启动了“和风行动”，全市300多
名纪检监察干部组成151个回访小组， 集中回访
2018年度受处分处理人员， 让1560余名受处分
处理的党员干部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和风”拆心墙，不相往来的同
学来电话了

“喂，是姜明文吗？想向你咨询一个纪律方面
的问题……”2月中旬，怀化市纪委常委、市监委
委员姜明文意外地接到了党校同学戴北鸿的电
话。

身为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的戴北鸿
以前对纪检干部心存偏见，误认为纪委的人都是
专门找别人麻烦、挑刺的人，不愿与其接触，就连
在党校一起学习时，都不愿与工作单位是纪委的
同学联系。

和李健因同一问题被问责的戴北鸿通过与
办案人员多次接触，对纪检干部的印象明显改变
了，特别是问责后，纪检监察干部还上门回访进

行心灵慰藉，这让他深受感动。心墙彻底消除，戴
北鸿便主动联系了姜明文。

既“惩前毖后”，又“治病救人”。怀化市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晓理介绍，对标中纪
委三次全会部署，“和风行动”紧扣“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的方针，送《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党纪党规书籍，看其对自己所犯错误的
认识，看处分执行期间思想、工作、生活表现，帮
助其实现心态转变、解决困难，轻装上阵。

“和风”化心结，“掉队者”重整
行装再出发

“和风行动”重点回访因工作失职、决策失误
被追究责任和三大攻坚战中被追究责任的人员，
这3类人员容易因受到处分处理而产生消极效
应。

怀化市国家农业科技园管委会主任杨勇、怀
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旭因环保履职不力被
问责， 回访人员鼓励其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
起。两人积极主动督促相关企业建设标准的废渣
堆积场，天天蹲守在现场，督促进度，化解运输、
拆迁等矛盾纠纷。据了解，怀化纪检监察机关共
帮助120多名心态较为消极的人员转变心态、放
下思想包袱。

“处分决定有没有在规定时间送达并归入组
织人事档案中、降低岗位等级后工资待遇是不是
及时进行了调整……” 纪律处分是否执行到位，
党委（党组）对受处分处理人员日常教育和管理
情况是否落地，也是集中回访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次回访， 发现4名党组织负责人对受处分

处理人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回访小组均
对他们进行了谈话提醒。

针对回访发现的短板，怀化市纪委监委第一
时间建立回访长效机制，抓实受处分处理人员后
继监管教育，从根本上补齐“治病救人”短板。

“和风”似春风，闹僵的婆媳和
好如初

怀化市的“和风行动”在帮助受处分处理人
员放下思想包袱、消除心理顾虑的同时，还了解
受处分处理人员个人有什么困难，对工作有什么
建议，整理后加以解决。

怀化市中方县中方镇冯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唐红梅的婆婆把她当亲生女儿，20多年没红过
脸，在方圆十里八乡传为佳话。

但因唐红梅的一记处分，婆媳的关系僵了。
去年下半年， 婆婆违规举办70岁生日宴

席，收受了非亲属红包礼金，唐红梅未采取有
效措施制止，事前事后也未向相关部门报告而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为这事，老人认为纪检干
部上门调查，让她在村里丢了面子，是当村干
部的儿媳给她添了堵， 婆媳关系有了裂痕，其
儿媳亦不安心工作。

中方镇纪委书记罗松英登门回访唐红梅，了
解这一情况后，向老人解释党纪党规，宣传“人情
风”专项整治，得到了老人的理解。现在婆媳和好
如初，唐红梅也得以安心工作。

通过回访，怀化市县纪检监察机关共收集个
人困难诉求246条，正在逐条解决，对表现优秀的
人员向组织人事部门推荐。

“和风”润心田
———怀化市集中回访受处分处理人员纪实

陈淦璋

京广 、沪昆高铁 “金十字 ”在长沙
高铁南站交会， 这一片区的房地产开
发，眼看着也热闹起来。

春暖花开之际， 长沙楼市传统意
义上的 “小阳春 ”还未显现 ，高铁片区
楼盘倒是率先打起了价格战。

先有 “高铁吾悦广场 ”开启认筹 ，
部分楼栋住宅加精装修后， 起价每平
方米仅9888元， 比该项目之前毛坯限
价每平方米9971元还低， 让业界颇感
意外。

又有“万科魅力之城”售楼部冒出
“最低8.3折”的消息。经求证，此次优惠
活动只是针对意向客户， 且房型临近
城市主干道，噪音问题值得留意。

再有单价1.2万元左右的 “中天星
耀城”放出消息，称针对部分特惠房源
赠送“车位 、契税 、维修基金 、空调 ”大
礼包，算下来每平方米可省两三千。

……
打折促销，是不同开发商、不同楼

盘的 “自选动作 ”，尽管消息来得遮遮
掩掩，但对于近两年来适应了“房子越
来越俏”节奏的长沙购房者来说，突然
间竟有些意外。

细细究来，高铁片区新盘不少，且
都在今后一段时期集中上市， 销售压
力不小。对于开发商来说，除了在营销
上出新招，还得在价格上更给力。

价格战是否会形成大声势？
从大环境看 ，长沙市受益于经济

发展快 、人口持续流入以及房价 “洼
地效应 ”， 住房需求及开发投资将保
持基本平稳 。但随着市场预期趋于理
性 ，热门板块 、优质地段的楼盘依然
受到追捧 ，房价会比较坚挺 ；而一些
地段较偏远的楼盘 ， 若缺乏配套设
施 、人流等条件支撑 ，房价恐怕将面
临较大压力 。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是大原则 ，“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
期”是具体目标，“一城一策”是具体调
控路径 。接下来 ，长沙楼市如何走向 ，
“一城一策”实施效果值得继续观察。

高铁片区楼盘打折促销怎么看

通讯员 李珺 李敏杰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名片】
向俊伟 ，1995年生 ， 常德市澧县

人， 长沙师范学院2018届音乐学专业
毕业生， 去年参与援疆的湖南省90名
高校毕业生之一， 被分配在和田民丰
县若克雅乡工作。

【故事】
3月19日，在新疆和田民丰县村民

麦图如则·穆合塔尔家里的大通铺上，
一名戴着圆框眼镜的汉族男青年一边
弹着手里的都塔尔， 一边轻快地唱着
《掀起你的盖头来》。 听见乐声的维吾
尔族同胞推开门，直惊呼“亚克西，阿
达西！”

这名汉族青年叫向俊伟， 长沙师
范学院毕业后参加援疆。“亚克西”在
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很好”，“阿达
西”是“朋友”的意思。

说起与新疆的缘分， 向俊伟说自
己在进入大学之前曾列过10个愿望，
其中有一个就是能够去一次新疆 。
2018年上半年， 当学校老师告诉他有
一个援疆的机会时， 他马上给父母打
电话，提出自己想参加。不过，这一去
要5年时间，电话里父母亲对此顾虑重
重。 通话结束后， 让向俊伟没想到的
是， 家人最终还是同意他去援疆。“爸
妈说，既然你那么想去，我们还是尊重
你的选择。好好干，不用担心家里。”

2018年7月19日，向俊伟踏上前往
乌鲁木齐的火车， 来到新疆和田民丰
县若克雅乡精神文明办工作。 援疆大
学生工作中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语言不
通。当地居民维吾尔族居多，能听懂汉
语的不多，能说一点的少之又少。刚开
始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 向俊伟只能
把相邻科室的同事叫过来，帮助沟通。

除语言不通， 村民的态度也让向
俊伟感到束手无策。 大家看着这个年
纪轻轻的毛头小伙， 怎么也不相信他
可以帮助自己。 每当向俊伟走访调查
时， 有的村民眼里流露出来的不信任
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深夜躺在床上， 想起村民的眼神
向俊伟便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清楚地
知道，如果只怀抱一腔热血，满肚子理

论知识是根本无法开展工作的， 得不
到村民的拥护支持，工作会寸步难行。
每每这时， 向俊伟总会想起长沙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李学全在他临行前说的
一句话：“好好干，沉下来，真锻炼！”于
是第二天， 他打起精神一次又一次地
往村里跑， 一遍又一遍地努力与村民
们沟通。

在无数次走访后， 终于迎来一个
转机。元旦节即将来临，乡政府决定举
办元旦晚会。学习二胡6年之久的向俊
伟找到了“用武之地”：抑扬顿挫的《黄
梅戏变奏曲》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
一曲《葡萄熟了》让台下维吾尔族同胞
们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摇头晃脑。

音乐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 音乐
可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向俊伟紧
接着又报名参加了县里的合唱比赛，
与村民们一起获得了二等奖。 排练期
间，他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也教一
些维吾尔族居民讲汉语， 他的执着和
努力被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这
以后， 当地村民开始主动和向俊伟打
招呼，并积极配合工作。每逢入村，大
家都要拉着向俊伟回家吃手抓饭，尝
最新鲜的水果。

和村民们睡大通铺、干农活，陪他
们聊天，晚上一起唱歌跳舞玩乐器，给
他们讲国家的新政策……如今， 和村
民们打成一片后， 哪家在生活上有困
难、哪家的孩子成绩好，向俊伟都一清
二楚。 他说：“当帮助村民找到满意的
工作后，他每次看到我时，都会紧握我
的手表达谢意。 得到群众认可就是最
大的自信。”

向俊伟：
和田的“阿达西”

前两个月我省水海产品
进口额增长9倍多

主要进口方式为航空运输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通讯员 雷兆龙 记者

周月桂）长沙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据称，2019年1
至2月，湖南省水海产品进口3277.6吨，比上年同
期增加1.6倍；进口额2.3亿元，增长9.2倍；进口平
均价格为每千克68.7元，上涨3倍。

2018年以来， 湖南省水海产品进口呈整体上
升趋势，自去年8月份至今，每月进口量和进口额
均保持成倍增长。今年1月、2月进口额分别同比增
长7.5倍、11.1倍。

1至2月，我省自越南水海产品的进口量最大，
占同期全省水海产品进口总量的42.6%；自加拿大
进口额最大， 占同期湖南省水海产品进口总值的
69.6%。主要进口水海产品为鳌龙虾、冻鲶鱼等。

我省水海产品主要进口方式为航空运输。1至
2月，湖南省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口水海产品2071.7
吨，增加25.2倍，占同期湖南省水海产品进口量的
63.2%；进口额2亿元，增长40.6倍，占87%。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先后开通多条全货机
航线，这些航线入境均以生鲜海产品为主，出境以
湖南地区及国内普通货物为主。货运航线开通后，
我省水海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均增长迅猛。

特警进校园
传授安保
防暴技能
3月18日上午，常德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防暴处突大
队民警来到常德市第十一中
学， 为校园安保人员细致讲
解校园防暴器材的使用方
法、徒手防卫与控制技巧、常
见校园暴力事件的应对处置
对策等， 提高学校安保人员
的安全防范意识与技能。 图
为特警指导校园安保人员徒
手控制技巧。

刘明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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