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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9月11日，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4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具
体案例如下。

●夹江县界牌镇凤山村原主任何应胜等人
为非法采矿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问题。2016 年
8 月，陈某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
界牌镇凤山村 3、4、5 组非法开采国有矿产资源
高岭土，并多次组织人员威胁、殴打村民，强行
开采高岭土。同时，陈某某多次找到何应胜、界
牌镇人民政府原驻凤山村干部权志仕、凤山村
党支部原书记徐成清和凤山村 5 组原组长万永
平，请求协调解决道路通行、边界纠纷等相关问
题。2016 年 11 月，陈某某向何应胜等人支付 66
万元协调费，其中何应胜、徐成清各分得 9.5 万
元，权志仕分得 16.5 万元，万永平分得 7.2 万元，
权志仕将其余 23.3 万元作为劳务费分给凤山村
5 组 8 位村民。此后，何应胜等人利用管理村组
事务之便，帮助陈某某协调解决高岭土场地的
道路通行、边界纠纷等相关问题，使陈某某顺利
非法开采高岭土并销售。经查，何应胜还存在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万永平还存在其他违法问题。
2018 年 3 月，何应胜、徐成清均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权志仕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何应
胜、权志仕、徐成清、万永平涉嫌违法犯罪问题
及涉案款物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8 年
8 月，何应胜、万永平已按相关程序被依法罢免
其村组干部职务。

●武胜县公安局胜利派出所副所长徐敏向聚
众斗殴人员通风报信问题。2018年2月23日、2月
27 日、3 月 10 日，徐敏（非中共党员）先后 3 次与

“1·16聚众斗殴案”犯罪嫌疑人毛某某联系，告知
其武胜县公安局对该案的部分办案情况。2018年
3月，徐敏被武胜县公安局禁闭3日。2018年5月，
徐敏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洪雅县花溪镇黄龙村党支部原书记任先
利恶势力犯罪团伙问题。2001年以来，任先利先
后担任花溪镇黄龙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唐坝社
区党支部书记、花溪红旗电管站站长等职务。任
先利之子任某宇、任某依托任先利的影响力，在
当地组织参与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强行介入乌
木交易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以任先
利、任某宇为首，任某等人为重要成员的恶势力
犯罪团伙，严重破坏当地的社会治安、经济、生活
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016 年 11 月，花溪
红旗电管站召开董事会，建议免去任先利站长职
务，任先利通过该恶势力犯罪团伙，以暴力、威胁
等手段，恐吓花溪红旗电管站股东廖某某等人，
要求廖某某等人写道歉信并放鞭炮“冲喜”。经
查，任先利还存在其他违法问题。2018年8月，任
先利被免去花溪镇黄龙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白玉县利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彭措多吉组织多人强迫他人接受运输服务问题。
2016年8月，彭措多吉组织公司多名驾驶员在章
都乡马拉村沙场，以阻止冯某某运输的货物卸货
相威胁，迫使冯某某同意将在途运输的7车货物
运至白玉县阿察镇后，以每车8000元的运输费用
交由彭措多吉的公司转运至章都乡马拉村沙场，
给冯某某造成经济损失共计7万元。2018年2月，
彭措多吉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违法犯罪问题
已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陈松

曾经有个赫赫有名的“大团结”
班，之所以赫赫有名，是因为班上有

“四大金刚”外加两名超龄“留学生”
（留级学生）；“大团结”是指全班 48
名学生中有 19 名是彝族和藏族学
生。这是一个班主任频繁更换、让学
校大多数老师谈之色变的班，学生逃
课、打架等事时有发生。

面对这群“大团结”班学生，李音却
毅然接手。上任后，她充分发挥民族教
师知己知彼的优势，不顾辛劳爬山涉水

家访摸实情、不厌其烦个别谈心敞心扉
……为了找回上山挖虫草的孙某同学，
她险些跌入湍急的河流；林某同学因父
亲患肝癌晚期生命垂危濒临辍学，她组
织邻近同学分组轮流帮他家喂猪煮饭
洗衣服，周末带着学生到他家挖土豆、
给玉米施肥，组织师生捐款；张某同学
父母长期沉迷麻将，她多次登门甚至闯
到麻将馆苦口婆心劝说；最爱充当“老
大”到处惹事的高某同学，自从当上体
育委员后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件件

感人的事让这个曾经让校长和老师头
痛的班级悄悄发生着变化。

学生在变，成绩也在变。数学老
师说，当他不在时学生可以自行完成
课后作业；科学老师说，这个班的学习
笔记最完整字迹又工整；语文老师说，
成绩分数只有一位数的学生及格了；
其他老师都说，最喜欢上这个班的课
了……一个学期后，“大团结”班的成
绩进步迅猛，多年处于尾巴的格局一
下子被打破，在年级上崭露头角。

这个“大团结”班在后来全州毕
业统考中，语文、数学、科学三门学科
无论是单科还是平均成绩，均名列片
区学校之首。

如今，“大团结”班近 30 名学生
都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们中有
人民教师、政府干部、公司财务总监、
企业老板……

“恩师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偶
尔相逢的师生聚会上，学生们总是难
以抑制感激之情。

求和谐 班子团结重服务

色达县教体局领导班子同心同
德，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善于从
全局工作出发处理好本职工作，在工
作中做到明确一个思想（质量为本、特
色兴校，全方位促进教师、学生和学校
的发展），确立四个意识（服务意识、创
新意识、模范意识和主动意识），积极
从教育工作需要从发，按照“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高效型”的要求，加强
学习，改进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实现了“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塑
造了良好的领导班子整体形象。努力
实践“知难而进、勇于创新的精神，艰
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精神”，工作面前讲原则，
利益面前讲风格，为色达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抓建设 优化环境育新人

硬件建设是学校向现代化方向
发展的外在标志，也是教育实际发展
所需要的。在义务教育均衡一体化发
展过程中，色达县对学校布局、设施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理。近年来，该
县新建及改造了一批校舍和教师周
转房、将县二完小改制成九年一贯制
学校、新建了16所乡（镇）幼儿园和7
所村幼儿园；按标准配置教学仪器、
教学设备和图书，初步实现了功能室

“标准化”、电子白板“班班通”、校园

内网“校校通”、安防系统“校校有”，
开通了县城学校网课班，与内地办学
差距逐步缩小。这些教育资源为培养
学生技能、发展学生个性、提高学生
素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强保障 适龄儿童进学校

该县教体局始终把“控辍保学”
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全面落实县
委书记和县长、教体育局长、乡（镇）
长、校长、村长、家长和寺管会（所）主
任“七长”责任制，建立健全“控辍保
学”工作机制。2017年，招收一年级新
生 2391 人，全县 1627 名流失学生重
返校园，全县学生从 2012 年的 3762
人提升到现在的7853人，同比增长了
108.74%，虫草季连续两年实现学生

“零流失”。同时，通过不断地、反复
地、深入地宣传引导，农牧民群众的
教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送子女入学
的积极性逐步高涨，曾经的“送子女
入学不如在家放牛”错误思想正在消
除，主动送学生到校就读的家长一年
比一年多，这在过去色达教育史上是
从未出现、无法想象的。

重管理 在规范中求发展

按照“不断规范、力致精细、推
进深化、努力创新、创造和谐”的管理
目标要求，县教体局力致精细化管
理，落实学校各项工作，提出了各项
工作有计划、有检查、有落实，奖惩分

明的工作方式，全面实行规范化的管
理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促进学
校办学质量的提升。

练内功 在建设中促提高

为深化培养教师队伍，促进师资
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该县通过公
招、双选、定向、特岗等渠道补充紧缺
学科教师200多人，每年组织400余
人次参加国家、省、州、县级培训；通
过开展教室夜校，“新教师技能提升
培训”、教师技能大赛和师徒结对、骨
干教师送教下乡活动、青年教师基本
功达标考核等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的
专业能力；制定了《色达县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校长交流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不断扩大教师轮岗交流覆盖
面，改善教师队伍结构，优化教师资
源配置，推进县乡优质教师资源共
享，交流校长、教师106人。

抓养成 学生素质得提升

该县教体局全面贯彻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全
方位育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科学
文化、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等基本素
质进行全方面培养。深入开展开学第
一课、主题班会、国旗下演讲等主题
实践活动，举行“最美少年”“民族团
结小使者”“文明小标兵”等评选表
彰。定期邀请法制副校长到校开展法
制活动、举办春秋两季学生运动会、

阳光锻炼1小时、大课间活动及手工
作品大赛，建成学校少年宫9所，设置
唐卡、书法、绘画、舞蹈等兴趣小组
100多个，并利用县城二完小创建红
军小学为依托，大力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学生素质得到全
面有效提升，为创建新牧区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保障 学前教育全覆盖

自 2012 年启动 3 年学前教育以
来，该县教体局在全县范围内推进

“6+3”精品学校建设，实现学前教育
乡镇全覆盖，在园幼儿达到963人，利
用一村一幼政策，建成村幼儿园7所，
在建9所，招聘保育员182名。

抓落实 教育惠民广覆盖

严格执行义务教育“三免一补”、15
年免费教育计划、营养餐改善计划、高
海拔地区学生取暖补助等教育惠民政
策，2012年至今，共兑现各类教育惠民
资金近1亿元。在县财政极其紧张情况
下，累计投入220.9万元奖补完成初中
及以上学业的农牧民子女家庭。持续加
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注入力度，自
1998年成立教育基金以来，累计投入
600余万元，资助3000余名贫困学子
完成学业，切实减轻了农牧民群众家庭
经济负担，免除了贫困家庭学生入学的
后顾之忧，没有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没有让一个家庭因学致贫。

不忘初心育桃李
记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泸定德威乡中心小学校长李音

“离别时日泪
纷纷，白马离时幼
马伤。离开时日多
久时，伤感才有平
和日。”（白马：指李
音老师，幼马：指全
班同学）这是李音
曾经的一个学生徐
宗煜写给她的一首
诗《离别》，字里行
间流露出与老师分
别时的依依不舍。
每当李音打开抽
屉，翻看到这首诗
时，眼前便又浮现
出当年在村小和学
生们共同度过的美
好时光……

李音曾就读于
康定师范学校，毕
业后，她毅然回到
家乡当起了一名乡
村老师。

在她所任教的
课程中，不仅语文
教学成绩永远名列
年级第一，而且在
她的教室里还会经
常传出悠扬动听的
脚踏琴歌声，“团
结、严肃、活泼”让
班级充满了生机和
活力。

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李音总是想方
设法予以帮助。学生木呷想参加县城学
校招生考试，因为家里拿不出路费生活
费急得掉眼泪，她帮助解决了燃眉之
急；学生陈利琼因妈妈患癌症面临辍
学，她赶到家里探望送去关爱让孩子重
返课堂顺利毕业；从小失去母亲又逢父
亲摔伤腿的尹先凤，因品学兼优被学校
推荐参加暑期夏令营活动，虽然活动费
用全免，但她说女孩子出们在外，手里
应该宽裕些更好，便约上班主任一起给
了孩子两百块钱；面对特殊家庭的学
生，她总是伸出援手及时相助……

角色转换，初心不改，凭着对民族

地区教育事业的执念和多年积累的教
育教学管理经验，李音在短短的一年里
完成了从教师到校长的角色转换。从担
任校长职务以来，要求老师做到的她首
先做到，要求老师不做的她从来不做。

李音坚持每天早早到校，下午放
学最迟离校。对边远村小的师生她总
是牵挂更多，短短一学期时间里，她
到村小的次数多达11次。

在今年贯彻落实泸定县“义务
教育有保障”的教育扶贫任务中，她
身先士卒，高质量完成学校控辍保学
等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认可，相关工作经验在系统内赢得了

兄弟县局和学校的普遍赞誉。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换来硕果

累。在她所带团队的努力下，学校全
面实现了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

“6＋3”小幼一体化办学模式。自
2014年9月学校合并以来，生源逐年
递增，义教阶段学生在3年内增加近
100人。近几届毕业班统考成绩在片
区内名列前茅，学生成了县内几所中
学欢迎的优质生源。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近年来，她管
理的学校多次获得“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还被评为全州“寄宿制标准
化管理示范校”；今年8月，学校又被评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李音个人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

表彰：2012年荣获“甘孜州优秀校长”
称号、2013年荣获“ 泸定县关心下一
代优秀工作者”称号、2014年荣获“甘
孜州优秀校长”称号、2015年荣获“三
名工程 康巴名校长”称号、2016年荣
获“四川省优秀乡村教师”称号；2018
年荣获“泸定县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我将立足实际，乘势而为，强力
提升教学质量，在教育这片田园里勤
奋耕耘，奉献无悔的青春。”李音表
示，她将一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笔耕耘……

毅然接手“大团结”班

真心关爱贫困学生

◎县委中心报道组
黄攀 罗楚凯 文/图

办好教育惠民生
记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色达县教体局

近年来，在色达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上级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色达县教体局以“办
人民满意教育”为宗
旨，按照“不断规
范、力致精细、推进
深化、努力创新、创
造和谐”的要求，以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为中心，以提高课堂
效率为核心，以学校
管理为重点，全县教
育事业保持了又快又
好发展态势，连续六
年被州委、州政府评
为“教育先进县”，县
教体局也连续六年被
评为“甘孜州教育先
进集体”，今年又被评
为“四川省教育工作
先进集体”。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拉姆

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4起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白玉县利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彭措多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
已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李音正在上课。

督导进行时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甘孜日报讯 为扩大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知晓度，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近日，得
荣县人民法院扫黑除恶宣传小分队前往斯闸乡尼
日村、浪中村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宣传小分队利用尼日村“农民夜校”，开展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从县委、县政府提出的

“一个目标、三个正确引导、七个坚决打击、十个坚
决治理”等内容向尼日村群众详细讲解了扫黑除
恶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

宣传小分队还采用入户宣传的方式向浪中村
村民进行了宣传，加深广大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理解和支持。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100余份，解答群众
相关问题10余个，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
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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