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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 常德市鼎城区双桥坪
镇的村民们发现， 在通往各村的公路
上， 镇里的干部们经常骑着自行车飞
驰而过。 在各村田间地头， 也会频繁
见到镇干部们停放的自行车， 而且越
来越多。

近日， 双桥坪镇副镇长袁亮利用
假期， 骑车来到双堰角村4组村民李
大清家的秧田边。 他告诉记者， 双桥
坪镇多为丘陵地带， 以前干部下村入
户经常坐着小车， 老百姓反感， 可靠
两条腿走路既劳累 ， 效率又低 。 为
此， 今年初， 镇里特意为65名镇机关
工作人员和16名村治调主任购买了自

行车。 镇里根据干部的不同分工， 将
自行车队分成4个班， 分头下村为群
众排忧解难。

镇干部们骑车走村串户， 不仅一
年能节约公务用车费用10多万元， 更
主要的是推动了干部作风转变， 密切
了干群关系。 镇干部骑车深入田间地
头， 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 “骑兵连”。

袁亮告诉记者， 李大清种了15亩
早稻，想采用软盘育秧，可儿子媳妇都
在外打工，家里人手不够。了解这一情
况后， 袁亮和镇里几名干部骑上自行
车， 驮着育秧物资来到了李大清的田
边，帮他整理秧田、铺设软盘、播种盖

膜。 忙碌一个上午，完成了0.7亩秧田
的育秧。

记者还了解到， 双桥坪镇南洋坪
村前不久因一村民燃烧油菜地杂草引
发山火， “骑兵连” 第一时间赶来灭
火。 因为风势较大， 山火迅速蔓延，
见此情形， “骑兵连” 一方面组织当
地村民营救， 一方面调来附近村民参
加战斗 。 他们采取 “顺火势 、 避风
向、 追火尾、 沿边打、 逐步清” 的战
术 ， 向主火点迂回前进 ， 沿途边前
进、 边灭火、 边开辟通道。 经过半小
时奋战 ， 在镇干部和村民共同努力
下， 终于扑灭了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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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 常德市武陵区新东街社
区一栋民房内，4楼住户因久雨发生滴
漏。楼下的居民们找到“张姐”求助，很
快进行协调修好了滴漏。

“张姐”名叫张艳，今年50岁，是常
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城东派出所社区
民警。 16年来， 她坚持与群众打成一
片， 摸索出的社区工作经验得到公安
部认可，其所在警务室也被命名为“张
艳警务室”。她还荣获2008年度湖南省
“十佳社区民警 ”、“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等荣誉称号。
2011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9时，新

东街社区一间民房内， 一个叫覃辉的
男子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一双无神
的眼睛望着屋门口， 似乎在盼望着他
的一位亲人。

“张姐到了！ ”这一声像一剂强心针，
覃辉突然睁大了眼睛。 张艳一进屋便抓
住覃辉的手， 亲切地安慰道：“覃辉兄弟，
我来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 覃
辉嗫嚅了两下，什么也没有说，安详地闭
上了眼睛。 这，让在场的人流下了热泪。

覃辉的妻子10多年前与他离婚 ，

带着女儿改嫁外地。他便破罐子破摔，
染上毒瘾，被劳动教养。解教回家第一
天，张艳便上门对覃辉做思想工作，鼓
励他树立重新做人的勇气， 并联系社
区和相关部门，给他办了低保。

去年， 覃辉患了骨癌并导致下半
身瘫痪，张艳多次看望他，鼓励他与病
魔作斗争。 就在覃辉去世前4天，张艳
还和所里民警送去了米油鱼肉等过年
物资和1000元钱。 覃辉逢人便说：“张
姐好，比亲人还亲！ ”

社区有个叫肖明方的残疾人 ，一
家三口挤在一间10来平方米的出租屋

内 ,无房居住成了肖明方一家的心病。
张艳得知后，和社区主任一道，先后6
次与市房管部门联系， 为他家安排了
一套安居房。 不久,肖明方的女儿以优
异成绩考上大学 , 一家人接到录取通
知书，第一个向张姐报喜。

10多年来，张艳义务帮助过100户
特困家庭，长期照顾6个孤寡老人。

其实，张艳并不富裕。 夫妻俩的父
母年事已高，均在农村，儿子还在上高
中，全家上下就靠着她和丈夫的工资维
持生计。可张艳从不吝啬，这些年来，先
后拿出了近万元救助身边的困难群众。

欧阳金雨

这两天， 被两张笑脸深深感
染着———

一张来自4月12日《三湘都市
报》的报道：法国姑娘赛琳娜在长
沙做产前例行检查， 发现自己的
血型属于“RH阴性O型血”，俗称
“熊猫血”。 婆婆担心儿媳生产时
会出意外便网上求血，11名“熊猫
侠”积极备血守候混血宝宝。 面对
网友爱心 ， 赛琳娜激动地表示 ：
“等身体恢复，我也会去献血。 ”

另一张则来自4月11日的《潇
湘晨报》：长沙市民刘超为救掉入
粪坑的男孩，左腿骨折。 4月10日
上午， 刘超在长沙市四医院的手
术室被抬了出来， 他的左腿已植
入钢板和钢钉固定， 医生说一年
后还要再次手术取出钢板。

即将为人母的美丽女人赛琳
娜面对镜头，笑盈如花；经受手术
疼痛后的长沙市民刘超大大咧咧
地笑了，笑容憨厚、灿烂。 看得出
来，他们的快乐发自内心，这种发
自内心深处的快乐让人感到有一
种强大的气场。 他们的快乐，让人
羡慕，让人尊重。

当前， 学雷锋活动正在全国

范围内持续地开展。 人们习惯于
描绘一个高大的雷锋， 阐释一个
神圣的雷锋， 将雷锋捧上高不可
攀的圣坛，而忽略了这样的现实：
作为一个人，雷锋是快乐的。 有人
会说：你不是雷锋，你怎么知道雷
锋是快乐的？ 这种快乐，可以从他
的故事中感受到， 从他的日记中
读出来， 从他留给我们的影像中
品味到。

心有春风，笑意天成。 很难想
象，如果做好事不快乐，如果不是
因为快乐， 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
雷锋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对雷锋
最经典的评价是： 一个人做一件
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 只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才能超
越这种 “坚持做好事 ”的艰难 ；只
有做一件让自己感到真正快乐的
事， 才会使坚持获得坚如磐石的
支撑。

学雷锋， 同样如此。 助人为
乐，只有乐在其中，才能带动全社
会学雷锋； 受人帮助后主动帮助
人，才是真正让“雷锋精神”既“开
花 ”又 “播种 ”，让 “学习雷锋好榜
样”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
为时尚潮流， 深入持久地开展下
去。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 � � � 4月13日， 施工人员在长沙世界之窗东侧抢修护坡。 因连续下雨，
世界之窗东侧靠路边的护坡多次出现垮塌， 长沙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
组织抢修。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许丹 全显煌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写封的
书信与（也）姐带（哟）……”

4月12日上午， 浓雾缠绕， 细雨霏
霏。在张家界海拔700多米的“市”外桃
源——— 永定区尹家溪镇长茂山村的桃
花谷接待中心， 一曲甜美的桑植民歌
《马桑树儿搭灯台》在山间飞扬飘荡。

这既不是文艺演出， 也不是才艺
大赛， 而是永定区科级后备干部面试
现场，那唱歌的人，正是参加面试的考
生。此次面试，永定区委组织部打破常
规，首次尝试开放拓展式，将考场拓展
到室外， 对72名科级后备干部入围对
象进行选拔。 记者作为巡视监督团成

员，全程跟踪，感受到选拔人才必须看
其综合素质。

真正的考察选拔， 从考生集合时
已悄然启动。7时30分，准时集合，上车
就座， 车上互动， 言行举止的每个细
节，都有随行的考官在暗中打分。车行
山下，下车前，考官默默发给每位考生
一个塑料袋，登山途中，几位女考生将
路旁的垃圾一一拾起装进塑料袋时，
才发现这也是一道小小考题。

据考务组组长现场介绍，面试对象
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每位考生均佩戴
写有编号和名字的证件，通过一路互动
活动、徒步登山、实地参观、小型文艺活

动、开放式问题分组讨论等环节，从时
间观念、仪表气质、沟通交流、吃苦耐
劳、团队精神、组织协调、个人特长等11
个方面对考生进行综合考评。

“如此创新 ，既打破传统面试接
触时间短、 形式单调呆板的局限性，
又能使考官更充分地认识和了解每
一位考生。”主考官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向志刚说，年轻人的活力和激情
在这一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

“别样的面试，轻松自然，没有任
何压力，可以自由发挥！”一位考生特
长表演结束后，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对
自己的发挥非常满意。

长沙县选聘
10名“海归”服务乡镇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熊鹰 彭冠彰） “怎样看待
‘海归’ 当村官？” “新时期是否还
要学习雷锋精神？” ……今天， 在
长沙县引进海外留学归国人才考试
现场， 50多名具有国外硕士学位以
上的 “海归”， 面对各种提问， 认
真应对， 侃侃而谈， 考官们当场打
分， 10位成绩靠前的考生最终被长
沙县选中， 他们将作为政府雇员，

在长沙县北部乡镇服务3年。
今年初， 长沙县提出建设具有

国际化水平的幸福长沙县， 县里决
定为乡镇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
“海归 ” ， 消息发布后 ， 110多名
“海归” 前来报名。 经过初审， 50
多名合格者进入今天的面试环节，
他们都是毕业于德国、 法国、 日本
等国家知名大学、 具有硕士学位以
上的 “海归”， 平均年龄不到30岁。
长沙县委组织部在与他们 “一对
一” 交流中了解到， 这50多名入围
者多为湖南人， 竞聘长沙县政府雇
员， 除了家庭的原因， 更多的是看
中长沙县作为 “中部第一县” 这个
巨大的发展平台。

据了解， 这10名 “海归” 将在
长沙县北部农业乡镇从事3年的综
合管理工作。 根据长沙县的规定，
他们和普通乡镇干部一样， 每月三
分之二的时间要吃住在乡镇， 一心
一意 “沉 ” 下身子 ， 做好群众工
作。 长沙县将为他们提供6至7万元
不等的年薪以及一定数额的绩效工
资， 合同期满后， 其中的优秀者可
列入事业编制。

本报记者 徐亚平

春风荡漾，爱心洋溢。岳阳城里已
建立7块江豚保护大型公益广告牌；当
地媒体都在为江豚呐喊； 首届江豚保
护摄影展吸引广大市民眼球 ；4月13
日，300台的士同时发布保护江豚公益
广告……

古城岳阳， 到处都是江豚的 “微
笑”。

公益宣传，一路“绿灯”
江豚濒危 。1月11日 ， 我拿着近

2000字的 《诚征江豚保护志愿者》公
告，求助岳阳日报社社长张思扬，他慷
慨表示：“免费刊登。”3月27日，我找到
《岳阳日报》总编辑李鹏飞，想刊载《让
我们用行动超越“一小时”》的环保倡
议书。“支持！” 他痛快签字，“建议在1
版做导读。”

今年初，湘视宽屏负责人刘邵波热
情帮助在岳阳东茅岭步行街、花板桥步
步高广场电子宽频上给江豚安排了时

段。全国第31届“爱鸟周”来临之际，我
们制作了视频广告。岳阳广播电视台总
编辑杨衡之派员以最快速度免费发布；
高讯传媒公司老总张军马上安排发布
在岳阳火车站广场电视广告位。

4月6日上午， 岳阳市地税局召开
新闻宣传座谈会， 我见缝插针宣讲江
豚保护。 方志平局长当即倡议：“请全
市地税干部争当江豚保护志愿者。”

江豚保护融入企业文化
3月18日，岳阳百盛购物中心营销

部负责人刘平找到我。“百盛搬迁新址
一周年，想以环保活动来纪念。”他说，
“我们总经理潘明非常热心公益，关注
环保。”

我们很快合计：联合举办“留住江
豚微笑，保护洞庭生态”公益摄影展。

“百盛”出台了一个环保计划：在3
月的最后一个双休日， 会员每买一笔
单，捐2元钱来支持江豚保护工作。

汗水和泪水“冲洗”的照片
“留住江豚微笑，保护洞庭生态”

摄影展 ，分为 “脆弱洞庭 ”、“岳阳 ‘河
神’” 等10个部分。153幅有关江豚的
作品是从几万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

首次全方位展示了江豚保护的艰难历
程。徐典波、彭祥林等8位摄影家，自愿
参与了所有保护江豚行动。许多时候，
他们一边擦着汗水、 一边流着泪水工
作。

进洞庭湖核心区考察，相当危险。
去年圣诞“平安夜”，我和何大明、彭祥
林等志愿者下湖巡逻时劝阻电捕鱼，
小渔船撞上暗礁差点倾覆， 彭祥林的
摄像机、照相机都打湿了。3月20日，为
下湖调查“矮围”，我和志愿者先划小
木舟走水路， 后用机滚船拖着木舟穿
过沼泽地，徐典波因为要站着拍摄3小
时，无数次摔倒在船上……

300台的士背着“江豚”畅游
3月28日，我乘的士时，蓦然发现

的士车身是流动的广告位， 可做江豚
广告。

次日， 我就拜访了岳阳市城市公
交管理局长周赞先。 他当即表示：“保
护江豚，我们乐意做广告。”还请来客
运科长范岳屏经办。 范岳屏很快召集
出租车公司老总协商； 与广告公司一
起设计、制作江豚保护广告。

目前，300台的士驮着“江豚”在巴
陵古城畅游……

� � � �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李奇 ） 今天 ， 我省首
个 “儿童血友病之家 ” 在省儿童
医院成立。

4月17日是世界血友病日。 省
儿童医院血液内科主任郑敏翠介
绍 ，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出血性
疾病， 无法治愈， 只能终身治疗，
患者全是男性 。 全球血友病患者
约有40万人， 中国患者至少有6.5
万人， 而登记在册者仅8000多人，
接受治疗者不足5%！ 由于出血不
能得到及时救治， 致残率达90%以
上 ！ 此外 ， 由于经常接受血液制

剂或血浆等 ， 血友病患者是感染
和传播肝炎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郑敏翠提醒， 这种病虽然难治
疗， 但通过加强全面护理和预备好
包含所缺乏的凝血因子的补充品，
即便是重度血友病人的出血都能得
以控制 ， 并过上接近正常人的生
活。 “儿童血友病之家” 建立后，
患儿家长可拨打省儿童医院血液内
科电话0731-85356313， 随时向专
业的医护人员进行相关问题的咨
询， 并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注射中
华慈善总会免费提供的基因重组凝
血VIII因子。

� � � �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
斌）由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2012年
湖南省重点图书选题论证会今天
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研究员张树军以及中宣部
出版局、国家古籍办、省委宣传部、
省新闻出版局负责人出席会议。

这次提交的重点图书选题共
45种，分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重点选题，
如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
英文版）》、《我们家这十年》、《学习
的力量》、《幸福中国》等，这些选题
围绕 “科学发展 ，辉煌成就 ”的主
题， 既有理论创新成果的反映，也

有实践经验的总结，既有小家见大
家的细微描写，也有全景式的宏观
展示；第二个方面是今年将进入编
辑出版阶段的 “十二五 ”出版规划
选题 ，如 《当代老年学名著译丛 》、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毛泽东文
物图集 》、《退化山地的生态恢复 》
等 ；第三个方面是增补申报的 “十
二五”出版规划选题，如《中国村落
文化研究文库》、《现代心肺复苏急
救学》、《湖南文化地理》等。 “十二
五” 出版规划选题从理论研究、科
技创新、 文艺创造等不同层面，见
证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和传承价值。

全省新增
近5万“白衣天使”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彭萍） 我省近两年新增
近5万护士。 今天， 全国公立医院
改革优质护理服务研讨会在长沙召
开， 记者获悉， 我省优质护理服务
作为公立医院改革切入点， 服务将
向专科化发展， 并将结合社会养老
等问题， 将服务拓展到医院以外。

自2010年卫生部启动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以来， 我省
公立医院积极参与， 加强护理队伍
建设， 优化患者就医流程， 特别是
加强膳食、 药品、 物资、 维修、 陪
检送检、 安全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力
度， 减少护士的非护理工作时间，
把护士 “还给病人”， 患者陪护率
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少。 据省卫生厅
医政处处长高纪平介绍， 全省护士
总数从2010年初的91683名增加到
2011年底的140568名， 近两年的时
间增长48845名， 增长幅度达53%。

“张姐好，比亲人还亲”
———记省“十佳社区民警”张艳

� � � � 4月12日，泸溪县达岚镇麻坪村农民在平整秧田、播种。最近，该县农民抢抓时机，掀起春耕春播热潮。 吴代清 摄

考场设在大山中

我省重点图书选题论证会
在京召开

古城尽展江豚笑

助人为乐 乐在其中
� � � �受人帮助后主动帮助人， 真正让 “雷锋精神” 既
“开花” 又 “播种”， 才能让学雷锋活动深入持久地开
展下去

田野奔驰“骑兵连”

首个“儿童血友病之家”成立
可申请免费治疗

� � � � （上接1版①）
徐明华要求， 加大对在建水利

工程项目的督查力度； 加强对各类
水库的安全监管， 确保责任到岗到
人； 严防各类地质灾害发生， 尤其
要抓好学校、 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
的安全保障， 避免群死群伤。

（紧接1版②） 省防指值班室坚持科
学论证分析， 每天9时前形成 “当
日汛情动态”， 供领导决策参考。

据悉， 省防指专门制定了 《防
汛抗旱值班工作制度》， 汛期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 推行 “一天一碰
头、 一周一交接、 一月一点评” 的
“三个一” 工作模式， 及时总结推
广在防汛抗旱实战中涌现出来的好
经验、 好做法， 发现并整改存在的
问题。 同时， 不定期地对各地防汛
抗旱值班情况进行抽查， 确保防汛
责任落实到人。

湘潭市 雷阵雨转阴 15℃～19℃
株洲市 中雨转阵雨 13℃～15℃
永州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15℃～20℃

长沙市 今天小雨到阴天，明天多云
到阴天 北风 ２~3 级 13℃～17℃

张家界 阴 15℃～20℃

吉首市 阴 14℃～19℃
常德市 阴 14℃～19℃
益阳市 多云 14℃～18℃

怀化市 小雨转阴 13℃～17℃
娄底市 小雨转阴 14℃～18℃
邵阳市 雷阵雨转小到中雨 13℃～19℃

衡阳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15℃～20℃
郴州市 中雨转阵雨 16℃～22℃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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