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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王江明 黄平

近日，省委党校老干部活动中心来了两
位特殊的客人———省委党校原校务委员、副
教育长李传友副教授的遗孀和女儿。“我要
为老伴交纳最后一笔党费。” 遗孀任冬英老
人说，“老伴留下遗嘱：向中组部交特殊党费
10万元。”

89岁的李传友有着69年的党龄，长期从
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干部教育事业，
在数十年的工作中始终兢兢业业、 勤勤恳
恳，为组织培训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人

才。今年7月24日，李传友突发脑溢血，溘然
长逝。

“父亲去世后， 母亲在清点他的遗物
时发现， 父亲在3月27日的日记里就立下
了遗嘱，第一条就是‘向中组部交特殊党
费10万元’。”女儿李军说，父亲是个生活
朴素的人， 平时在吃穿上不舍得花钱，一
张旧书桌用了几十年都不肯换，“父亲的
遗嘱我们坚决照办，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
而自豪。”

李传友立遗嘱上交“特殊党费”的故事，
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大家在敬佩之余并不
觉得意外。离退休干部第二党支部书记徐新

民说：“李老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事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 他也始
终关心着党校的发展， 离休后仍坚持工
作， 在离休干部党支部一干就是16年。”
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刘普生说， 李传友老
人生前将自己所著的3本诗集《心声》赠
予省委党校图书馆收藏， 里面收录了他
近年来的心得和感悟，“满纸都是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与热爱”。离退休办党总支书
记王江明表示， 李传友同志交纳的这笔
“特殊党费”， 体现了党在他心中的崇高
地位，体现了他一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不变的誓言与责
任，是党校师生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最生动的身边榜样。

“不忘初心抒壮志，牢记使命永向前。”
这句写在诗集《心声》中的开篇小句，道出了
李传友的信仰和追求。他用一生的奉献诠释
共产党员本色，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通讯员 刘玲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有一位局长偏偏不信邪。

下塞湖矮围案，牵出了一批违纪违法的
国家公职人员， 沅江市卫计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冷世辉就是其中一个。

近日，沅江市纪委监委披露了对冷世辉
的调查细节，再次验证了以为拒不承认就能
蒙混过关的行为，无异于作茧自缚。

第一 次 谈话 ，他 说 “相 信
组织会证明我的清白”

去年6月，下塞湖矮围案案发。得知夏
顺安被刑拘后，冷世辉坐立不安、夜不能
寐，担心自己的人生污点即将暴露，想方
设法寻求对策。与此同时，沅江市纪委监
委对冷世辉的前期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

1个月后，沅江市委、市纪委监委主要领
导找冷世辉谈话，要求其就下塞湖、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主动向组织交代清
楚，争取宽大处理。

“我与夏顺安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经
济往来，也没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冷世辉
对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矢口否认，还说，“相
信组织最后会证明我的清白。”

冷世辉自认为与夏顺安之间的利益
输送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讲，有可
能名誉扫地，这么多年在政治上、工作上
的努力将付诸东流。不讲的话，只要夏顺
安不开口，自己坚持不承认，组织也拿我
没办法 。”调查期间 ，冷世辉交代了当时
的心态。

就这样，冷世辉错过了第一次向组织主
动交代的机会。

第二次谈话 ， 他坚称自己
爱惜“羽毛”干干净净

又过了1个月，沅江市委市政府、市纪委
监委相关领导再次对冷世辉进行组织谈话，

“希望你对党忠诚，将下塞湖问题交代清楚。
要相信组织， 不会放过一个违纪违法的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人。”

但冷世辉仍然执迷不悟，坚称自己平时
比较爱惜“羽毛”，“下塞湖问题上我干干净
净，如果组织要留置，我坦然接受。”

不久，沅江市纪委监委即对冷世辉采取
留置措施。

“他认为事情已时隔14年，只要对方不
开口，组织就会拿他没办法，所以对于组织
上的重要谈话，他一直抱有侥幸心理，没有
坦白自己的错误。”办案人员介绍。

被留置后，面对办案人员一次次耐心细
致的思想工作，冷世辉才彻底明白，自己一

次又一次错过了组织给的挽救机会，最终交
代了违纪违法事实。

被“双开”移送后，悔之晚矣

据冷世辉交代 ，2004年他担任漉湖
芦苇场党委书记时， 湖洲承包开发商夏
顺安请他帮忙协调关系， 让其经营的芦
苇原料部分销售给湖南某纸厂。 通过冷
世辉多次协调，当年，夏顺安的芦苇生意
获利颇丰。

为感谢冷世辉帮忙，同时考虑到和他搞
好关系可以获得更多关照，2004年下半年一
个晚上，夏顺安在漉湖芦苇场机关坪里送给
冷世辉现金20万元。

“那个时候，漉湖芦苇场效益时好时坏，
有时一年只发端午、 中秋和过年三次工资，
生活比较艰难，渴望有钱。”冷世辉回忆，“夏
顺安送钱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太苦了，
又帮过他的忙，这个钱我能得。”

此外，冷世辉还交代了在担任沅江市卫
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多次收受下属的礼金、
礼品等问题。

去年11月，冷世辉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涉嫌受贿罪移送司法机关。在接到
处分决定的那一刻， 冷世辉才深刻认识
到，心存侥幸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但悔之
晚矣。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实习生 贺文静 王会仙 於婉璐

【名片】
崔高莉，1998年出生，江苏徐州人，长沙

学院法学院大三学生。从2018年开始，她利用
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参加 “蓓蕾呵护”志
愿活动，向城市、农村儿童普及性教育知识。
两年发放1300余份调查问卷， 给18所幼儿园
孩子带来启蒙课。

【故事】
暑期可以用来干什么？空调WiFi沙发上

刷手机，还是走出家门去服务社会？长沙学
院法学院大三学生崔高莉选择走进幼儿园，
和小伙伴一起给孩子们上性教育启蒙课：
“我们希望能够给适龄儿童树立正确的隐私
和性防护意识，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儿童性健
康，减少猥亵幼儿等悲剧的发生。”

8月底， 记者在长沙学院校园内见到了
崔高莉，她说话干脆利落，桌上厚厚两叠A4
纸全是他们这个暑假收回的儿童性教育启
蒙问卷调查。为什么会冒着酷暑做这个很多
人羞于启齿的志愿活动？源于大一那年暑假，
崔高莉受到的震动。 学校组织去益阳市乡村调
查农村家庭性教育普及问题， 走访200余户
家庭，仅有10名家长表示希望给孩子普及性
知识，但不知道该怎么谈。而更多监护人尤
其是爷爷奶奶表示反感，觉得孩子还小无需
教育。而一些封面印着裸体或穿着暴露的女
性图案的图书却随意摊放在桌椅子上。让崔
高莉更惊讶的是， 仅有36%的孩子清楚自己
的隐私部位，80%的孩子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是网络、电视和各类书籍。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
在带队老师的启发下， 崔高莉和同学们通过
长沙市妇联联系专家进行培训， 学习怎么跟
孩子讲清楚生命起源、性别意识、男女不同、
隐私部位等知识。回长沙前，他们给当地孩子
带来一场“蓓蕾呵护”小讲堂。回到长沙，崔高
莉和伙伴们觉得一次小讲座远远不够， 应该
长期为孩子们做一些服务。 结合自己的上课
时间， 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蓓蕾呵
护” 团队主动上门联系了12所幼儿园上课。
今年暑假他们又走进了6家幼儿园。

给孩子启蒙性教育，远比崔高莉想象的更
艰难。今年暑假已有6家幼儿园拒绝了他们，“虽
然很郁闷，但我们从没想过放弃，被拒一家就再
找一家。”

为了让孩子们一听就懂， 他们自己制作
手绘图册、 下载视频。“光手绘本就印刷了
500份。我们每个视频只播放3分钟，到重点
部分就暂停给孩子进行讲解。通过一些讲解、
交流互动，孩子们接受度更高。”现在已经有9
家幼儿园跟崔高莉团队签订上课协议。

这个暑假， 他们在城市社区也进行了性
教育启蒙调查，135个孩子中，70%的孩子明
确知道隐私部位不能被别人随意触碰 ，
87.4%的孩子知道发生此类事情要告诉家人
或警察，但也有25%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

崔高莉忧心忡忡，一些家长仍然谈“性”
色变，说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懂；其实，很
多恶性案例显示， 受害孩子年龄呈现越来越
小的趋势，健康的性价值观念需要从小培养。
崔高莉希望能走访更多社区， 走进更多幼儿
园进行性教育启蒙，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影
响更多学校和家长，让大家携起手来，帮助孩
子健康成长。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拒不交代，他最终作茧自缚
崔高莉：

呵护蓓蕾的
女大学生

离休老教授最后的
“特殊党费”

� � � � 长沙学院
“蓓蕾呵护” 志
愿团队， 前排
左四为崔高莉。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