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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多名干部利用评审职
权收受红包礼金，甚至顶风违纪，政治生态
遭到破坏，影响了新区的营商环境和建设
发展。”近日，湘江新区纪工委向党工委提
交了对新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的政治生态
分析报告，通过“解剖麻雀”，深挖问题根
源，提出对策建议20多条。这也是湘江新
区设立以来，首份政治生态分析报告。

坚决把“烂树”连根拔起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负责新区政府

投资项目工程概算、招标控制价、预算、
结算、竣工财务决算和政府采购估值等
评审工作，该中心多个岗位被确定为廉
政高风险岗位。

去年 7 月 31 日和 8 月 6 日，新区纪
工委两次收到群众来信举报，反映该中
心评审员徐某多次接受项目施工方请
吃并收受红包礼金。

经查，徐某 2018 年 8 月入职，在

入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于 2019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多次对项目施工方采
取故意刁难、拖延、设阻，迟迟不出具
评审报告等方式进行拖拿卡要，收受
红包礼金 1000 元-5000 元不等，共计
9笔总金额 2.9万元。最终，徐某被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调离岗位处理。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发生多起干部
违规违纪案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组织
建设不健全，干部党性观念不强、政治意
识淡薄，同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
洞。”新区纪工委业务分管领导朱希表
示，将进一步推动该中心找准管党治党
以及权力运行中的短板弱项，突出靶向
治疗、精准施策，坚决把对新区政治生态
影响大、破坏严重的“烂树”连根拔起。

目前，该中心违反党纪的干部均已
被调离岗位，11人被给予处理处分；中
心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换。

首份政治“体检报告”亮剑
针对该中心暴露的突出问题，新区

纪工委会同财政局（金融办）党支部，通
过调阅资料、个别谈话、走访调研、案卷
梳理等方式，深入排查分析政治污染源
及其形成机理，着力查找案件背后的责
任缺失和制度缺陷等问题。

“经过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发现该
中心党的领导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缺失，对
上级党委、纪委加强纪律建设的要求置
若罔闻，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不
到位、不深入，‘四风’问题一度盛行，同
时还存在干部兼职取酬、工作作风不
实、效率不高等问题。”新区纪工委执纪
监督处负责人蒋凯说。

找准“病因”对症下药，纪工委为该
中心开出整改“药方”，把建立健全党的
领导机制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党建工作
力度，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同时，把强
化权力监督作为重要抓手，把控关键环
节，完善内控“链条”，规范权力运行，旗帜
鲜明选用能干事、敢担当、真干净的干
部。

作风转变带动评审效率提速
“过去，由于评审中心个别干部的

作风问题导致工作效率不高，对新区形
象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蒋凯说，现在，
在强有力的正风肃纪下，该中心作风建
设得到加强，各项业务指标也有了提升。

今年 3月以来，该中心积极对接项
目建设各方主体，在保证评审质量的前
提下，提速投资评审，服务项目建设。通
过对项目采取容缺审批，在建设单位出
具承诺的情况下，项目招标控制价评审
与施工图审查备案工作同步进行，由原
来的“串联”模式变为“并联”模式，大大缩
短了审核时限。截至目前，共完成评审各
类项目130余个，总金额达23亿余元。

湘江新区纪工委书记文山虎表示，下
一步，纪工委将把加强政治生态分析研判
作为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的重要抓
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以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保障湘江新区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针对群众反
映集中的进出城口交通问题，自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长沙通过城内增修高架快速通
道，城外增修高速公路，城口进行提
质改造等一系列措施，构建形成以绕
城高速为依托，内连城区南北纵横的
交通主干道、外接通达十条高速公路
的大交通格局，破解进出城区交通阻
塞难题。

据悉，去年 11 月底以来，湘府路
快速道河西段通车，万家丽路北延线
和三条干线公路潭州大道、芙蓉南
路、洞株公路的快捷化改造全力推
进，长沙城区多条主干道可直接上高
速，城区车流拥堵顽疾将得到有效化

解。此外，长沙增设万家丽南互通、经
开区（普瑞）互通，开通万家丽北互通，
扩建坪塘互通，提质改造大托互通、金
桥互通、捞刀河互通，拟建潭州大道坪
塘互通，形成十条高速连绕城的高速
公路辐射网。其中，长张、长益复线（在
建）、长潭西、长株、长芷（原长韶娄划
入长芷）和江干（在建）等6条高速公路
以绕城高速为起始点。京港澳、长永、
长浏和长沙机场4条高速公路与绕城
高速互联互通。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将于年内通车的长益复线
和已经开工的江干高速，将进一步激
活绕城高速环城放射功能。今后，长
张高速长沙至益阳段、岳麓大道西延
线多年的“堵王”之称将得以摘帽，金
桥收费站的压力将能松绑。

湖南日报6月 15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钟懿 卜雅玲）记者今天
从桑植县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办公
室获悉，日前，通过市场调查，桑植县
查处“湖南奥鑫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
销售不合格电动车，对厂家给予 5 万
元的处罚，并责令改正。这是今年以
来，桑植县查处的第三家不合格电动
车销售厂家。

据悉，桑植县以问题为导向，全面
排查 7大类 15 项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形成对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高压态势，全力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今年以来，已取缔
或搬离马路市场22处；排查事故风险
点段 32 处，整改 20 处；排查“两客一
危一校”重点企业8家，治理重大隐患
11处，严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1起；督
促 195 台逾期未检验及未报废车辆；
查处酒驾 149 起，醉驾 14 起，整治超
限超载车辆 321 起，全县交通事故立
案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20%以
上，且未发生一次性死亡 3 人以上的
道路事故。

通讯员 杨卫星 曾丹 周正根

6月10日，在位于涟源市六亩塘镇
树亭村的涟源市阳光家园残疾人艺术
团，刘丽坐着轮椅，正为一群“轮椅姐
妹”讲授串珠技艺。

38 岁的吴朵花学得十分认真。她
是涟源市古塘乡人，因患小儿麻痹症导
致二级伤残。“我出生于贫困家庭，又身
患残疾，以前不知道日子该如何过下
去，还好认识了吴彪、刘丽夫妇。”吴朵
花说，夫妇二人教她唱歌跳舞、制作口
红和串珠，让她不仅有了谋生的技能，
还有乐观的心态。如今，她做的五彩串

珠笔筒、纸巾盒销路不错，每个月有近
3000元收入。

吴彪、刘丽是一对残疾人夫妇。现
年 35 岁的吴彪是涟源市斗笠山镇人，
患有先天性重度视力残疾。他从小热爱
音乐，18 岁在涟源市残联的帮助下到
长沙学习音乐。在同一批受到资助的残
疾人朋友中，下肢高位截瘫的姑娘刘丽
温柔善良，吴彪对她十分有好感。相似
的命运和共同的爱好，让他们相知相惜
相许。

身体的残疾没有阻挡他们对音乐
的热爱。吴彪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练习
民族声乐和萨克斯演奏，刘丽也是曲不

离口。由于家境贫困，刚开始，夫妇二人
靠在街头卖唱为生。在政府部门的帮助
下，生活渐渐有了转机。

2018年，涟源市残联出资，支持刘
丽学习美甲及口红唇膏制作技艺。刘丽
学得很认真，用心钻研，当年就在湖南
省第六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
美甲项目三等奖。同年，吴彪也在湖南
省第九届残疾人文艺大赛中夺得男声
独唱二等奖、萨克斯独奏三等奖。

“虽然没有健全的身体，但我们依
然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残疾人也要实
现人生价值。”深知残疾人不易的夫妇
二人决定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2017

年，他们与另外几名残疾人伙伴合作，
创办了涟源市阳光家园残疾人艺术团。
吴彪担任团长，聘请专业艺术教师对有
基础或者爱好艺术的残疾人进行声乐、
舞蹈、乐器、相声小品等培训，他更是以
亲身经历鼓励学员。艺术团根据学员自
身条件和兴趣爱好，采取“一人一教案”
的培训方式教学，一年后，每个学员都有
了一技之长。现在，艺术团有固定演员10
多名，成立3年来，在涟源城乡举行了80
多场营业性演出。演员们有了收入，越来
越自信开朗。同时，艺术团还举办或参加
了20多场助残、脱贫攻坚义演。

刘丽还创办了残疾妇女手工制作
室，为8名行动不便、家庭贫困的“轮椅
姐妹”传授美甲和口红唇膏制作技艺，
手把手指导她们编辑制作“美篇”、使用
微信，帮助她们搭建产品销售平台，扩
大产品销路，实现稳定脱贫致富。

湘江新区纪工委紧盯关键岗位，深挖问题根源

首份政治“体检报告”为新区把脉护航 快速穿城不再难

长沙破解进出城区
交通阻塞难题

桑植全面排查
7大类15项交通顽疾

涟源阳光家园残疾人艺术团——

一对残疾夫妇，助力一群残疾人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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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赵志高

“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
绵心痛；望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
下谁是英雄……”

6月15日10时，怀化市宏宇小学课
间操时间，六年级 11 班 60 名学生坐在
课桌前，身着校服，右手持扇，伴随着

《霸王别姬》音乐响起，踏着节奏，整齐
地挥舞双臂，做起了“课间律动操”……
动作、笑容、姿态无不透露出他们的天
真、自信和霸气。

在台上领操的是该班班主任曾悦
溪。长长的秀发，大大的眼睛，脸上挂满
了甜甜的笑容。6 月 2 日，她将“六一”儿
童节的节目——创意课间律动操视频
发在了抖音上，没想到一下子火了。课
间律动操成了网红课间操，曾悦溪也成
了“网红班主任”。

曾悦溪火了，而按她自己的话说，
她就是一名爱跳舞的语文老师。

39岁的曾悦溪，从教20年，做过11
年的音乐老师。2016 年，她接手三年级
11 班。该班是个组合班级，学生来自不
同地方，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多。

“组合班的成绩当初在年级是垫底
的。”宏宇小学校长袁彬说，学校认为曾
悦溪是一名有个性、有能力的老师，对
其委以重任。

“不少孩子特别自我、容易感冒生
病……”曾悦溪掰着指头说，刚接手时，
发现除了成绩差，许多孩子毛病还很
多，有些还缺乏自信,不敢与人交流。面
对这样的班级，曾悦溪制定了一系列班
级管理计划，包括晨训、跳操，以及此次
走红网络的课间律动操等。

“开心学习，快乐成长，要培养孩
子们一个健全的人格，是我教育之根
本。”曾悦溪坦言，在她看来，孩子们
的成绩很重要，但孩子们全面发展，
好 的 身 体 、好 的 习 惯 和 性 格,显 得 更
重要。

“我的学生不一定个个都能考上清
华、北大，但每个学生今后必须是合格
的公民，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热爱自
己。他们将来即使做一个清洁工，也会
愉悦地扛起扫把工作，充满幸福感。”曾
悦溪自信地说。

曾悦溪坚持和学生一起晨训，跑
步、蛙跳、俯卧撑……当时，三年级11班
每天早上 7 时的晨训，成为该校一道亮
丽的风景。

因为爱好音乐舞蹈，曾悦溪尝试将
课间律动操融入到班级管理中。“一开
始，只是简单的抬头、拍手等动作。”曾
悦溪说，没想到孩子们很喜欢，于是“年
年加码”，4年时间，从一个动作，到一系
列动作；从一个肢体动作，到全身都动

起来。
今年开学后，因为疫情影响，学校

取消了室外课间操。为了让孩子们继续
动起来，曾悦溪琢磨出了一套在课桌上
进行的“课间律动操”，融入了音乐、舞
蹈、诗词等元素。

4 年时间，孩子们在曾悦溪的带领
下，学会了 40 余套律动操，包括此次走
红的《霸王别姬》《澎湖湾》《布谷鸟》等
作品。

一些家长刚开始不太赞同班级学
生经常学律动操，觉得会花费太多的时
间，耽误学习。也有家长向校领导“投
诉”。

“只要有益于学生的活动，我支
持。”袁彬对曾悦溪给予肯定。

曾悦溪告诉记者，校长的支持给了
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面对一些家长的不理解，她耐心解
释：“您放心，孩子们身体好，心情好，学
习才会更好。”

曾悦溪如今是个怀孕 6 个月的孕
妈，同样坚持和孩子们一起做律动操。

“有人担心我的身体，其实我这些年一
直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身体素质越
来越好!”

“律动操让我们的身体律动性和
协调性得到了锻炼。”学生舒心怡告
诉记者，在练习律动操时，坐在后面
的学生看不到曾老师的动作示范。这
时，她就站到椅子上教大家，让大家
很是感动。

“我们平时的学习既紧张又枯燥，
课余做律动操，能放松心情，又给人活
力。”11班学生周紫凝说。

学生曾涵注意到，自从同学们这
些年跟着曾老师做晨训和律动操以
来，通过劳逸结合，班上的近视人数远
低于其他班级，60 名学生中只有 3 人
戴眼镜。

学生向瑞刚来 11 班时，有点自卑，
不敢和同学说话。“我身高偏矮，不敢和
同学说话，老觉得他们会笑我。”向瑞
说，后来，曾老师和大家“打成一片”，一
起做律动操。现在，向瑞性格越来越开

朗,很快也与大家打成了一片。
班级管理计划实施 4 年来，11 班最

大的改变是什么？“班级凝聚力强了，孩
子们更自信了，性格更开朗了。”曾悦溪
这样回答记者，学生们自信灿烂的笑
脸，是她最大的幸福。

学生周紫凝讲述了一个故事。有
一次，学校举行足球比赛。11 班与兄弟
班比得难分伯仲。这时，拉拉队中，不
知谁提议，用陶笛演奏曾老师新教的
律动操来助威。音乐起，同学们挥舞手
臂，11 班的队员气势如虹。最后以 3∶2
赢了比赛。

班上有个孩子叫小红，刚来 11 班
时，语文考试只能得几分。“他因为种种
原因，学习成绩差，读一个句子都不连
贯，因此感到压抑。”曾悦溪说，每次学
律动操，小红都积极参与，很快融入集
体,变得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爱这个班
集体。每次有集体活动，他都不拖后腿，
学习上也暗暗加油。讲到动情处，曾悦
溪泪眼婆娑。上学期期末考试，小红从
三年级的几分考到了60多分。

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粘贴着26张
奖状，惹人注目。这是该班4年来获得的
各种荣誉。在去年该校的排舞比赛中，
该班获得年级一等奖。在2018年校运动
会的开幕式班级方阵队竞演中，该班获
得年级第一名。

学生曾涵说，他们班有“钢铁 11
班”之称。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即使
老师不在现场，同样整整齐齐排队。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就是代表六年
级 11 班。”

4 年前，三年级 11 班还是年级“差
班”。如今，该班已成为学校的模范班。

“去年学校要选一个班参加市里的‘军
营一日’活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六年
级 11 班。”袁彬说，因为该班有凝聚力，
学生有朝气、懂礼貌、善表达。

2018年 7月下旬，“舞动中国”全国
排舞广场舞锦标赛在怀化举行。宏宇小
学宏娃艺术团200多名孩子表演大型歌
伴舞《怀化等你来》广受好评。这其中，
就有11班的一些孩子。

学生格格曾经患有哮喘病，发作时
呼吸困难，刚来 11 班时不自信，也不合
群。在进行晨训时，曾悦溪并没有给格
格安排同等运动量。4年来，格格在循序
渐进的运动中不断进步，免疫力大大提
高，体质也得到了增强。

“参加曾老师组织的晨训、律动操等
运动后，我女儿从不自信到自信，从不合
群到合群，现在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
康。”格格的父亲郭涛充满感激地说。

家长龚云艳说，自己小孩以前性格
内向，现在开朗多了。“我感觉这个律动
操很新鲜，有创意，孩子也很喜欢。”

家长周洋说，自己小孩言言手脚不
协调，读三年级时还不会跳绳。当他看
到班上的网红课间操视频时，他很欣
慰。“从头到尾，每个人的动作整齐划
一，充满了精气神，每个孩子笑靥如
花。”周洋说，作为家长，他知道这背后
曾老师的付出。

也有不少朋友问曾悦溪，作为一个
老师，把书教好了就可以了，为何还花
课余时间在学生身上？曾悦溪深情地
说：“这得益于我父亲耳濡目染，我父亲
是一个有着30年教龄的老师。他一直告
诫我，做老师一定要真正负起责任。”

袁彬介绍，曾悦溪老师是学校推行
素质教育的代表之一，学校没有要求每
个班级简单地去复制，而是根据各个班
级的实际，创新教育方式方法，秉承“点
亮每一颗星星”的办学理念，坚持立德
树人，培养“心有光、行有恒”如星般璀
璨的中华少年。

“踏着薄幕走向余辉/暖暖的澎湖
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
光……”在曾悦溪的抖音视频律动操

《澎湖湾》中，孩子们舞动双手，脸上充
满 了 笑 容 。她 说 ：“ 唤 起 你 的 童 年 回
忆，谁还不是一个宝宝哦？”翻看她抖
音的 190 余个视频，正是一个脚印，笑
语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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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怀化市宏宇小学六年级11班的教室里，曾悦溪
在教孩子们练习课间律动操。 卢嘉俊 摄

近日，怀化市宏宇小
学六年级 11班的创意课
间律动操走红网络，网络
点击量上亿，点赞人数近
千万。6月 14日至 15日，
记者来到该校，探访这套
操的创编者兼“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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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网红课间操
@快乐精灵～咔咔：有老师如

此，是你们这辈子最重要的财富。
@锁哥：有这样的老师，童

年值得回忆一辈子。
@印刷厂的理工暖男：看到

后面墙上一排排的奖状就已经
证明了他们的实力。该玩就好好
玩，该学就认真学，也是我教育
孩子的宗旨，不追求成绩最好，
只要孩子认真尽力我就知足了。
为这样的老师点赞！

@男哥：我觉得这样对孩子
很好！因为现在的孩子运动量
少。既活跃了气氛，加强了团结，
也让孩子减压。

@青鸟：先不论这班孩子的
成绩怎样，但是这班孩子能有你
这样的老师，肯定都是非常乐观
开朗、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懂得
感恩的孩子们，真的感谢有你。

@爱在路上：就喜欢这样的
老师。如果每位老师都能这样，
而不是死气沉沉的讲课，孩子们
都会去爱学习。

@奋斗阿辉：中国有你这样
的好老师，你教出的孩子个个都
活泼可爱优秀。

@蔷薇花开：多大的幸运才
能遇上这老师，让这个童年多那
么多不一样的回忆。

@西贝中国：孩子们都是特
别自信的样子，老师教得真好。

40余套律动操，
伴随孩子健康成长1

2 26张奖状，
这就是“钢铁11班”

3 一个理念，
点亮每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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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怀化市宏宇小学，学生在做《霸王别姬》课间律动操。 雷鸿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