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龙 艾树森 唐斌）近日，由
张立群创立的平江县首届张生贞优
秀小学教师奖颁奖典礼在平江二中
举行，20名经过层层遴选的小学教师
获奖，每人获得5000元奖励。

张立群是从平江走出去的商界
人士，所创立的美驰公司成为高档门

窗制造业的引领者。 2002年，他捐助
物资300余万元， 帮助母校平江一中
建设了“美驰图书馆”，并以自己父亲
的名义设立了“张西林奖学金”；去年
他捐资25万元，用于平江一中阅卷系
统和平江二中文化广场建设。 今年，
他以其祖母的名义设立“张生贞奖教
基金”，前期投入100万元。

张立群捐资100万奖教师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曹元利 周卫民）近日，
临武县一次性购进500辆环保自行
车，全部安放在县城公共自行车租赁
站点，以方便群众出行。

临武县把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今年9月以
来，该县组织人员到外地考察，并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 着手启动项目建

设。 按照规划设计，拟在县城主要街
道、商业中心、公共广场、学校等地带
布设70个站点，安装1800个全自动锁
车器，投放1500辆环保自行车。 市民
凭身份证或户口簿，到管理部门办理
一张借车卡， 就可到租赁点刷卡借
车。目前，临武县财政已投入200余万
元，在县城建成21个站点，安装了700
个锁车器，投放了500辆公共自行车。

临武推出公共自行车服务
已投放500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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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4℃～22℃
湘潭市 多云 15℃～24℃

张家界 多云转阴 12℃～20℃
吉首市 阴转多云 14℃～20℃
岳阳市 多云 15℃～23℃

常德市 多云 13℃～23℃
益阳市 多云 14℃～23℃

怀化市 多云 14℃～23℃
娄底市 多云 15℃～23℃

衡阳市 多云 15℃～24℃
郴州市 多云 15℃～25℃

株洲市 多云转阴 15℃～24℃
永州市 多云 14℃～23℃

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２ 级 15℃～24℃

通讯员 邢玲 肖征国 李灿
本报记者 郭云飞

在安化县马路口镇至湖南坡
村的那条乡村公路上，当地人每天
都会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骑
着摩托车从他上班的砖厂往返家
里好几趟。 人们都知道，他一边上
班一边要兼顾照料母亲，10年来风
雨无阻。

他叫蔡满宗 ， 常德市桃源县
人。 10年前，他背着双目失明的母
亲踏上了离乡打工路，从此未离开
过母亲一天。

母亲在，家就在

蔡满宗在家排行老六，今年39
岁，上有5个哥哥。 由于家境贫寒，
他很早就辍学外出打工，赚来的钱
悉数交给父母， 帮助哥哥们成家。
到1998年， 有4个哥哥相继成家，年
满26岁的蔡满宗开始考虑自己的人
生大事。 恰在这时，母亲张香村突患
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 蔡满宗马上
辞了工作回家和年迈的父亲一起照
料母亲。 那一年，他带着母亲四处寻
医，打工攒下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

祸不单行，2001年， 母亲因病
情恶化导致双目失明 ，不久 ，父亲
也因疾病离开人世。 料理完父亲的
后事，蔡满宗托付哥嫂们好好照顾
母亲，自己继续外出打工赚钱给母
亲治病。

然而，那年8月，当蔡满宗回家
看望两个月未见的母亲时，眼前的
一幕让他惊呆了： 母亲独自一人，
摸摸索索到房子附近拾柴，好不容
易找到了几根树枝，手却被刺扎得
血迹斑斑。 她返身摸进厨房时，又
被放在门槛下的板凳绊倒……那
一刻，他的心都碎了。

最开始 ， 蔡满宗试图留在家
乡 ，边找工作边照顾母亲 ，但在那
个偏僻的山乡，难以找到合适的工
作。 无奈之下，他毅然决定，带着母
亲外出打工。

就这样，2001年9月的一天，蔡
满宗揣着仅存的500元钱， 左手用
力托起趴在他背上的母亲，右手吃
力地提着一个包裹，一步一步地走
上崎岖的山路，慢慢走出了乡亲们
的视线。 3公里山路，他走得艰难而
笃定。 他说，母亲在，家就在。

每天都想方设法给母
亲做点好吃的，说点好笑
的，穿点干净的

蔡满宗经好心人介绍，在安化
县马路口镇湖南坡村掌泉塆砖厂
找了份工作 ， 并在当地人的帮助
下，有了一个免费的住所。

10月17日中午，记者在掌泉湾
砖厂老板龚柏清的指引下，找到了
蔡满宗在马路口的家。 此时，正值
午休时间的院内一片寂静。 蔡满宗

76岁的母亲张香村安静地睡在床
上 ，伸手可及的位置 ，是一串新鲜
的葡萄、一根熟透的香蕉和一杯白
开水。

快到下午上班时间时，蔡满宗
提着一个塑料袋进了院子。 他扬了
扬袋子，抱歉地说：“我上山采枞树
菌去了。 母亲这两天胃口不好，今
天突然想吃这个。 ”

采访是在蔡满宗做砖运砖中
进行的。 随着交谈的深入，他一天
的作息时间表慢慢清晰：每天早上
5时起床，给母亲熬粥冲鸡蛋，跑镇
上给母亲买回新鲜肉类和水果，服
侍母亲洗脸梳头穿衣上厕所，喂她
喝下粥后，他就赶到几十米外的砖
厂做工。 中午12时赶回家给母亲做
饭、喂饭，陪她聊一会儿，之后又去
砖厂上班。 下午5时半回家做饭、喂
饭，给母亲洗澡、洗衣。 忙完这些，
他还会到砖厂去加会儿班 。 一天
中，他每隔3小时，就会小跑回家一
趟，给母亲端茶送水，带她上厕所。
晚上，蔡满宗会起床3次，带母亲上
厕所，给母亲喂水。

寒来暑往 ，整整10年 ，蔡满宗
每天都在想方设法给母亲做点好
吃的，说点好笑的，穿点干净的。 蔡
满宗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辆摩托
车 ，而这 ，也是为方便给母亲买药
和营养品而准备的。

前年冬天， 母亲感冒很严重，
一连几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蔡满
宗为此请了几天假，寸步不离地守
护在母亲身边。 他还在房间里生了
一炉火，放了两个暖水袋在母亲的
被子里， 每隔几小时换一次热水。
到了夜里 ， 母亲只要轻轻咳嗽一
声 ， 蔡满宗定会马上来到母亲床
前，看看她是不是需要什么。 一晚
下来，蔡满宗要起来十几次。

他何尝不想成个家

整整10年，蔡满宗未曾离开母
亲一天，即便是回老家喝喜酒什么
的，也是送了礼就往回赶。 “我也想
出去看看啊 ，但是我不在 ，母亲怎
么办？ ”去年厂里组织旅游，一直未
走出马路口镇的蔡满宗心动了，但
回家看到躺在床上眼巴巴等他回
来的母亲，他又放弃了。

蔡满宗放弃的，又岂止这些。
4年前， 老板龚柏清托人给他

介绍个对象 ，两人初次见面 ，便有
了好感。 交往几次后，女方提出了
一个要求： 把老母亲送回桃源，由
其他兄弟赡养。 蔡满宗拒绝了。

采访结束时，蔡满宗和龚柏清
送记者出门。 采访车发动时，龚柏
清小跑过来 ， 说 ：“你们记者人缘
广 ，帮蔡满宗留意一下 ，如果有适
合他的对象，就介绍过来咯。 他没
有别的要求呢，只要对他母亲好就
行。 ”记者看到，跟在龚柏清身后的
蔡满宗，脸微微红着，腼腆地笑了，
眼神却充满着期待。

本报 10月 31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李秉钧 樊忠明 朱若
葵）近日，在郴州市苏仙区委、区政府召
开的干部诚信体系建设动员大会上，
该区34个党（工）委、512个基层党支部
递交了干部诚信建设责任状， 并公开
了干部诚信分值扣分项目， 以接受社
会监督。 这在郴州引起强烈反响。

苏仙区委书记何录春认为，推进

领导干部诚信体系建设就是要杜绝
“虚、浮、假”，提倡 “诚 、实 、信 ”，提升
党委、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来，该区把
干部诚信体系建设作为创先争优的
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先后出台了领导
干部思想品德考评暂行办法、 干部诚
信教育实施意见、 干部诚信考评暂行
办法等，对干部诚信进行专项考核，实
行以人定岗定责、 以考定分定奖，细

化、量化到人到岗，逐步形成一整套规
范的管理制度。 同时，利用工商、税务、
审计、质监、财政、司法等部门资料和
金融机构信用资源， 建立诚信信息资
源共享联动机制， 定期收集干部诚信
行为信息，全面掌握干部诚信状况，以
此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诚信建设对转变干部作风、 提高
队伍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

该区已对28名失诚、 失信的乡村干部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行政记
过、诫勉谈话等处分，并勒令免职1人。
“有信则行于天下、 无信则寸步难行”
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营造出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环境， 吸引大批投资者
“抢滩”。 今年1至9月，全区实际利用外
资5794万美元，实际到位内资1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89.3%、32.1%。

本报10月31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罗跃勃 龙红年 胡勇峰 ）10月30日 ，
双峰县“三进三同 ”党性作风实践锻
炼学员、 县城管大队大队长阳文虎，
和该县12名学员一道，再次来到石牛
乡桃林村，走访慰问10户残疾、五保、
贫困家庭 ，并送上3000元钱 ，帮助他
们解决生活难题。

今年10月，双峰县委组织部、县委

党校在2011年秋季科级学员主体班
中，开展“进基层、进村庄、进农户；同
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党性
作风实践锻炼活动。 112名学员分成5
个小分队10个小组， 从10月11日至10
月15日，进驻该县最偏远、最艰苦、最
困难的石牛乡5个总支10个村，与群众
同劳动。 县委组织部要求干部们自带
生活必需品， 按每天25元的标准支付

给农户，并同所在农户结成帮扶对子、
为所在村提一项发展建议及撰写调研
报告，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滴水村离县城有30多公里路程，离
乡卫生院所在地也有30公里，看病治病
很不方便。 在村里锻炼的县中医院院
长胡永东了解情况后，组织医院6名专
家为滴水村群众义诊，并免费送药3000
多元。花门镇党委委员陈叶华来到山口

村看到， 村民因为缺乏科学种养知识，
养猪养鱼种粮效率不高，便请来县农业
局农艺师，为群众传授农业生产和养殖
技术，使500多人喜尝“科技套餐”。

据统计， 学员们与群众共同劳动
的5天里，共帮助村民收割晚稻56.8亩，
抢收红薯1200公斤，走访农户560多户；
争取水利建设项目3个， 争取上级资金
13万多元，为群众办好事260多件。

株洲开辟调煤保电
“绿色通道”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文峰）

“交通、城管、公路、交警等部门，对省
市区域电煤运输车辆 ，实行 ‘绿色通
行’”；“经信委、安监局等部门 ，做好
考核、通报、问责工作，确保调运电煤
任务完成……”今天 ，记者从株洲市
有关部门获悉，该市着力开辟 “绿色
通道”护航调煤保电。

根据省政府调煤保电工作部署，
今年10月至明年1月， 株洲市担负着
调运电煤200万吨的重任， 为该市调
运电煤历史上任务最重的一次 。 为
此，他们统筹兼顾 ，严格要求全市各
级各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积极为调
煤保电护航，不折不扣完成调煤保电
任务。

记者在株洲电厂看到，这里24小
时接收电煤，确保不压价压量 ，及时
做好取样化验、结算付款工作。 据介
绍 ，10月27日 ， 该市调运电煤16898
吨，创单日调运电煤最高纪录。 承担
全市调运电煤90％以上任务的攸县，
将皇图岭火车站大塘煤场扩容1倍以
上，并进一步强化措施 ，切实落实煤
矿安全、乡镇组织、部门服务、安全生
产“四个责任”，确保全县调煤保电工
作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毛长华 何纲华）10月24日
至29日， 攸县酒埠江中心学校食品
采购员李福荣、 会计王东进来到菜
花坪蔬菜基地采购大米和萝卜、大
白菜、洋芋等时鲜蔬菜。教师易国胜
作为学校全体师生代表， 全程监督
采购活动，确保食品安全可靠。

在攸县， 每所学校都有这样的
安全监督员， 他们每天监督、 零距
离监督， 消除了安全隐患与死角。
2010年以来， 攸县教育系统没有出
现一起学生用车事故， 没有发生一
起在校学生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
2010年被评为株洲市综治工作先进
单位。

攸县小学以上学校158所，在校
学生近7.7万人，目前共有学生接送
车辆586台， 涉及乘车学生22200多
人。 从2010年以来， 该县长效化施
教、零距离监督，重点提高全社会、
特别是在校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避险应急能力。 县教育局规定各个
学校每周至少进行一次集中安全教
育活动，春防生病夏防灾，秋防腹泻
冬保暖，突出校园安全、中小学生交

通行为规范养成。 攸县教育局建立
了与县公安、 交通等部门相互联动
的长效机制， 保证了像应急演练等
活动， 在全县每所学校每个学期不
少于两次。 10月10日，攸县学校消防
紧急疏散演练在明阳学校举行 ，
1000多名本校师生及来自全县其他
中小学校的司法副校长、 教师代表
等参加， 大家演练两种消防器材灭
火、教学场所着火紧急疏散等科目。

在危险场所“吞云吐雾”

娄底154人抽烟
抽进拘留所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曾丹） 10月27日，娄底
市娄星区石井乡斗光村颜先生在城
南加油站加油时 ，习惯性地 “吞云吐
雾”。 面对消防执法人员的制止，颜先
生不理不睬，被当场作出拘留一天的
行政处罚。 颜先生是娄底一个月内因
在危险场地吸烟， 而被拘留的第154
位市民。

据悉，自9月26日 “清剿火患 ”战
役以来 ， 娄底公安消防部门对小商
场、小餐饮等“九小” 场所和集生产、
住宿、储存为一体的“三合一 ”场所 ，
以及各类在建工程、 人员聚集场所、
要害单位及大型企业 、 易燃易爆单
位、高层地下建筑等特殊场所 ，实施
重点排查 ， 对火灾隐患做到发现一
批、整改一批，整治一批、见效一批 。
并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在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吸烟情节严
重的，依法作出了拘留的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罗运山 张海燕

“爸爸，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
息，我终于在城里读书啦！ 我、妈妈
和奶奶都住在城里了， 而且我们住
的地方离你不远， 我们可以常来看
你。 ”

10月26日， 在会同县看守所探
监室里，一个年仅9岁的小男孩兴奋
地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他的爸爸———
在押人员石刚。石刚听了，也高兴得
像孩子似的， 隔着铁窗和儿子玩起
“顶牛”的游戏，久违的笑容浮现在
脸上。

今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会同县看
守所所长伍明明查监时，看到在押人
员石刚在墙角偷偷抹眼泪。 晚饭后，
伍明明把石刚传唤到了询问室。

面对所长的亲切询问， 石刚坦
言：“国庆假期， 儿子到这里来看望
我，我看到他变得没有一点精神。一

问才知道， 我老婆的骨结核病又犯
了。我家离县城远，她进城抓药看病
不方便。我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
也常犯病。更令我难受的是，儿子说
他因为父亲被关押而在学校里受到
一些同学的歧视， 他想到城里来读
书。所长你不知道，我儿子很听话很
爱学习，但现在他却不想读书了。 ”
说完泣不成声。

看着眼前这一失足男子痛苦的
样子，伍明明心里也有些酸楚。第二
天， 伍明明来到离看守所不远的林
城镇三完小，找到杨校长，说了在押
人员石刚一家的情况， 希望能将其
儿子转来读书。 但杨校长考虑中途
转学存在不少困难，婉言拒绝了。

夜深人静， 伍明明躺在床上辗
转难眠。他决定再找杨校长，一定要

帮石刚一家人渡过难关。以后几天，
伍明明几次跑到学校，缠着杨校长。
杨校长终于被他的诚心打动了，答
应接受石刚的儿子。 伍明明立即通
知石刚家人，石刚家人喜出望外，可
又忧心忡忡， 因为在城里他们没有
亲友，孩子进城读书，住宿又成了大
问题。

伍明明又到学校附近转悠，打
听有没有价格便宜的房子租， 可找
了一天也没找到。最后，他想到自己
岳父家还空着两间平房， 何不腾给
他们住？想到这，他乐颠颠地去找岳
父。可岳父一听不答应，说那两间房
是自己留着和老同事老朋友打麻将
玩的地方。伍明明软磨硬泡，岳父拗
不过他，终于答应将房子腾出，给石
刚的家人住。

苏仙区力促干部讲诚信
今年已处分失诚、失信乡村干部28名

双峰县党校学员走基层
5天为群众办好事260多件

南坪岗乡
人武部获殊荣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李寿喜 周四弟 ）常
德市武陵区南坪岗乡人武部日前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表彰
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我省同
时获得此项殊荣的基层武装部还有
龙山县人武部。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背着母亲去打工

校园安全不留死角

攸县学校都配安全监督员

高墙内，他笑了

10月29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举行“幸福社区”系列之厨艺大比拼活动，来自各社区的8名家庭烹饪高
手纷纷亮出拿手菜式。 本报记者 谢婉雪 田甜 摄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先志）今天，记者从北京举行
的2011年第八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
上获悉， 蓝山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选送参展的“百叠岭银豪”荣获金奖。

据悉，此次茶博会的主题是 “回
归、创新、融合”，由国家商务部、中国
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联合
主办， 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家知名茶
企集体亮相。

“百叠岭银豪”获茶博会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