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谢德麒
毛文建

“我家申请到了廉租房，读
大学的孩子回家有了落脚处 ，
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过个团圆
年了。 ”12月19日上午，辰溪县
辰阳镇奎星阁社区低保户熊开
睿手拿摇号配租的廉租房房
号，高兴地说。

这天， 辰溪县举行2012年
度廉租房分房抽签仪式，201套
面积为50平方米的廉租房经摇
号抽签， 全部分配给了无房特
困户， 另有15套一楼的房子优
先配租给了残疾无房户。

熊开睿配租的廉租房在辰
溪一中旁的育才小区， 面临沅
江、背靠青山。记者跟他进屋，见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已进
行装修，窗明墙白，水电全通。熊
开睿激动地说：“政府考虑真周
到，搬来铺盖就能住了。 ”

据了解， 今年58岁的熊开
睿没有工作，兄妹6人只有祖上
传下的一间 10多平方米的房
子。 1996年春节刚过， 因没房
子，妻子弃家外出，他一人打零
工带着儿女生活。 虽然家庭贫
寒，儿女读书很努力，都考上了
大学。 为了供孩子上学，熊开睿
到浙江温州打工。 儿女因辰溪
没有 “家 ”，每逢假期都在学校
勤工俭学，或去亲戚家，全家已
18年没在自己家里过年了。 和
儿女在家里过个热闹的团圆
年，成为熊开睿多年的梦想。

为解决像熊开睿一样无房
特困户的住房困难，今年，辰溪
县又建了216套廉租房。

在房子里走走瞧瞧、摸摸看
看， 熊开睿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他特意借了记者的手机，给
在江西大学读书的儿子打电话：
“儿呀， 今天我们家分配了廉租
房， 全家可以过团圆年了……”
说这话时，熊开睿泪流满面。

。"! #$%&'()*+,-./0
123!3456!789: !;<=> !?@
ABCDE<F(GH"

I8JKLM1N!OPQN !RSTU
OPVWXYZ! [\]^_D`abcd
e# RSfghijk!lmnohp)*q
ra/0qrV[\s# tuvwPxwP
Zyz{VJ|}~��" 。"N#�P�
M��nohpV/���3!\���!�
$��%��!#���:���3/���!
����J�nohp����& �P��
\� ¡& nohp¢oxa£¤��¥Z
¦rV�§!oq¨©�ª«¬®¯' 9d
°±²³´µ! ¦¶n·�P¸o¹º·V
»¼½¾"

! "
�P�M��nohpV��¿ÀÁÂ

j#C(ÃÄ%mÅ!(nohp¸Æs!¸Æ
/�Çys!ÇyÈrK9s%¿8ÉÊ) h
p/���ËÌ#ÍÎ9³3! Ï£���
�¿µVÐÑu¸Æ/ÒV(ÓÔÕ%" DE
Ö! 。"N�P�M��nohp��×Ø
(ÙÚ%ÛÜ*ÝÞÚßà!£¤Ú9�!×Þ
Úáâ) ãØ�P�M��Vä¾hp?T
åæ! ç1èÎ��éßàêëì?íîï
ë! oV��Ï£í�îïë! Ðuëë?
ð!ëñ?ð!ò��ó�ôõ¦ö÷Vä¾
hpøoùÁ�ë! ó�ôúûüýVä¾
hpÐøoùÁþë! Jÿ��V!_pÀ
"øo#më$%�! hpV¼&£¤��
'()l¶*¹+,9) ä¾hp�� (-
.%mÅ/}!01�m ((.23%mÅ!R
��V45Æ$! J6."¥# "#+"$ 7!
oV01J8.9 %# 7!ì:.;Ú<��
^,hp/��8?=>-??î!hp/�
l@��?ùA@��V "&%!Jÿ_B¿µ
VCDÆE! oÁ01�m-FG.D8 '
HI!ìl@.D8 " HI" �NJ?=>�

.! KLM7.D4N# (###.%### HI(
 ) )#!( V��.;��¥?�ë!Oí
(Ó;P%-QRmÅ/}) STHI(UVÓ
Vhp,9WÞ-ÚXWÞY!WÞZ[N\
]^_?¶ë)

�P�M��nohp��DEJ`ù
ÍÎ9Va@Èr!byc\) 。"N]-N
Pde'ì !fg=>) N]hàijk#
N]l]* îmno*(t|pI qo/
r~s!。"mÛotuv~!=>;v<F
T¼or!w�x(y�w�) %NÀzU{
(v。"|}a9d~+VÜ^!���î!
y�±�!îmno*(Ñ~u#��-P��
�>��!?��è\2%!`ù¶�K¸Æ
Va@Èr!^~U���yy�!J¾~#
=>�Nnh��-��hi�� !���
J��§�) %N]�hà���u��-o
�V(nh%��º·!�v�|DE���
� ¡Z! ¹¢Á£^o�¤¥V¦§a\
y¨©ª«Vyk) ¬®¾¯°3!N]l
]-lc�NÀ±²3³O´µ!m¶·K!
|Á¸Kèk!:;¹º»¼) N9\l]*
�+,- �P½½À¾¿îÀ¯ % Á�3�
�aKÂÃÄ!#nh½!�ÅÆJ�ÇÈ!
Éb�Ê'ZË!ÌÀ¯ÍÎÏÐ!Ñ\·V
¦§!Ò��DEVÓÔ¬!�P½ÕÖ�
#á¾) N]-NPd×Ø<Ù!Ú<DEp
I/¬0!NPdÛÜ "* HIºÝ!Þßº
àJá!l�ºâº�) v�NÕPã¹-9

dä#Y�P�M��nohppÇl��
3��! vhp/��rahpåÞ���
V�æ�P!��(�¨¸�ç%��) +è,
S��?@(,S�ãaéêëO�.-å
Þnohp!ì?@íî/�ïhp�.-�
ðV,SØñò�) óôõ�æ�¸��ò!
vo¹+,9/rö÷\�01��+,)
v#hp¯ø¯°3?ù=¾ú�!ûü-ü
ü01ýþIÿY!=-!\-!�V��a
K9!J_¶"!/#?$)

# $
(++) 7 "+ k!DE%&X') (µ)|

pIV�#*Å!+*J,-!?¼¯ÿ.!
/l/0/1!\�y�!/23I) v�N
�P�M��4ú�pÇ5hV6_-78-
9:ñùº¤íßVpÇ! �¸�3¯ø¶
Nnh½�U!;ú�pÇ5hVhp!<o
¹h=>õßà¶nh½) 9?@�(n·Æ
J¢o!Pd¼q��!��Ao£¤%Vn
ohp��#B!aJCD(ÆJpÇ!ÆJ
��!ÆJóÞ!ÆJ��%V��®^) Ö9
�。"Nnohp��/�o]+,EF!
GWnohp/�Há! v�N/�ïhp
l�(EI-¶!EF/�%VJê��!ùK
(LM-¶%!NOØ-¶%%VPôÆJE
&Q.!Rhp¢#V§B-.;-."Y¢
oST�¸I)*E&-Eo!U;À¯VW

3�/�!¢o�.���¸��(nohp
/��raåÞ�rºø%!åÞ��/rl
�(�¨¸�ç%��) (+"+ 7!�NéXY�
�P�� (+++ HI( ) NZþBÆ!"+ 7
Ö! #nohpåÞ[R� )$!�Ú\]V
Z[U! ^7l�DE;! 7"Y¯] ""++
HI) Nnohp�3åÞÖ!nohpåÞ
_�H¥J7?` "++ HI!(+"" 79¶�
"*,' HI! �À "%,' HI! �� "%-,' a)
(+"" 7µ (+"+ 7*b!�N�P�M��n
ohpH¥�.%rTU� %-* c!�/�P
�� "'++ HI)

(+"+ 7a (+"" 7":;¸8v�Nn
hmÛ���%dêó_!�N�P�M��
nohpef ",-' gI! A�NnohpV
$(-)).) hÖ!Nnh½�3iyvøopÇ
ßàV!Ö*º|pIÖ���3j�) »3
[\VJkhpu�N¢o3Ó�llm!
nç\¸¼øopÇßà!Jÿ�lop;!
cè?uq7Vr*�q7! W*�noh
p\k4N) )NRvX��s�-t�-u
vVº|w�)

% &
�P�M��nohpV��! ?é~

��!ì~��) )Nnh¸Æ#�P�M�
�nohpVhi��¬E! ���Jÿ&

xïV��) x9 (。"N/0<FxMy
;%!y;V+~�zu(nohpåÞºø%
 Vnohp¸¼�r;!¤�{|N�3-
Ó-}~Mh;����) y;��¶MK~
MVM�h;!ôI8ð$!f�ÈT!ôI
8�h!I8nohi��(,¼�!�Fh
iVWXYZ) ��R3�-�--ªq�P
U�1N�! ª�~Ma/�Ö�V<Fh
;�¸��1 (。"N/0<FxMy;%!
ÏRn·�ÜV�Ph;I8nohiv
�! ?�~Mô/�Ö�I8J8ï��h
;�Ò�! ì£n·�h#hi��3¼�
/���!?@�®��n·hi;) �7 
q�P�Ü)N��L� �¡¶e¢ "/+
HI9íh;!I8nohp(£¤9%!Nn
h¸Æuv��µt�h;) NxMy;*
�ª|/0<FV(z¥g6%!y;=J?
@¦\¦�!R8ìèV3-Ó-}~MTZ
�\Vh;Ðy)

}1��(ÙU%L-§pM) Ju9?m
¨sLMepy_!yW "+ 7�©�N¢o
ªÞ-«¬-®6¯-6°±²6_Y�¸
CØ@�! 9?�NïV¿\=J«³´µ
ep\y_! ¶KLdaò�cp9Å·�
<F«³´µM!¸»<FU¹/-Up�V
º««³´µM! R»¼Ð³ñV«³´µ
Y) ½u¾³ºM«³´µ~Ma«³´µ
Z³) Ùum�«³´µ~Mhi¿ÀÀ) <
FoãÁÂ! £�NL�pÂepþÃÄÅ
nÆ-¶!ðØnÆ�Ås!vÇÈ (Ut
É-U¹/-UÊk%VËÌ<FÍ§) fÎÖ
% 7!(。"N/0<FÏMy;%M7��n
ohi; $++ HI¶d~3! ÐÑ¾³Ò¥
pÂ!Ó\Ô¥~M!yW "+ 7��N�Y
y�J· -EF)

(ÀÕ�Ö*oÁ!>×ØÙ0ÚÛ%)#
�P�M��nohp/���VDE3!
。"9d4Ü���YVJ\Ý! ÞTß\
ssDEV"Õ!îà�áVÍÎâã!¾*
ä���!åæ�ç)

!"# $% &'( )*+

! "
!!!!"#$%&'()*+,-./012345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蒋仁义 黄生红

“多亏有了张队长 ，帮我们修了
路，架了桥。 ”近日，郴州市委建设扶
贫验收组来到临武县武源乡华阴瑶
族村进行验收时，村民们对“张队长”
赞不绝口。

“张队长”叫张建明，是郴州市环
保局干部。 从2001年开始，他担任市委
建设扶贫工作队队长，先后驻桂东、宜
章、临武等县的8个贫困村扶贫，一干12
年。 人们称他是“山乡致富领路人”。

修通“富山路”
贫困山村一般地处偏远，基础设

施落后，产业发展缓慢。 临武县武源
乡华阴瑶族村也不例外。 该村地处西
山山脉三峰岭下， 距县城40多公里，
全村500多人散居在8平方公里的20
个自然村中，村里只有一条简易泥巴
路连接山外，村民外出靠骑马、走路。

去年3月， 由张建明任队长的郴
州市委建设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 张
建明和村党支部一班人翻山越岭，挨
家挨户问计于民。

“真的要为我们修路吗？ ”当张建

明将 “打破山村交通瓶颈 ，完善山村
基础设施 ，发展山村农业产业 ”的扶
贫计划交给村民后，村里沸腾了。 修
路 ， 这可是大家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呀！ 修通一条8.5公里长的通村公路，
要建5座桥梁、10个涵洞，需投入资金
400多万元。

在农村扶贫多年、先后帮助偏远
村修路近 100公里的张建明心里清
楚 ，基础设施不行 ，发展产业是一句
空话。

去年4月27日， 郴州市副市长首
建中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村
里现场办公， 当天筹措资金200余万
元。

如今，通村公路已近完工。 村办
学校 、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也修葺一
新。

打开“富山门”
华阴瑶族村穷，穷在村里没有产

业。 张建明常跟队员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村子虽穷，但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的条件却得天独厚。 进村之初，张建
明就看准了药材种植和黄蛙驯养两
个项目。 这里有丰富的山地资源，适

合发展药材种植。 当地还有一种野生
黄蛙 ，肉鲜味美 ，到大城市每公斤可
卖200多元。

看准了产业，说干就干！ 农民缺资
金缺技术， 张建明向朋友借了14万元，
加上自己积下的5万元，全部投进去，解
决了种苗和技术培训燃眉之急。

为有序开发黄蛙产业，张建明想
了一个办法 ，走 “野生放养 、集中回
收 、抓大放小 、生态平衡 ”的路子 ，即
趁黄蛙8月下稻田交配产卵时， 在田
里设一道斜网，待黄蛙完成交配产卵
后，把大的捕捉上市，小的放生野外。
这样， 既保证村民有可观的收入，又
能持续发展。 目前，村里已开发黄蛙
驯养基地100亩。 仅此一项，村民雷学
生今年赚了2万多元。

在张建明引导下， 村民还试着种
植白术、板蓝根等药材，去年增收数十
万元。 工作队还投入20万元，建
了10个蔬菜大棚，种植反季节蔬
菜，并到省里争取了3000亩南竹
低改项目。

留下“富山人”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每到一个村扶贫，张建明总

把抓好村级班子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留下一支“撤不走的工作队”。 在华
阴瑶族村，他完善了村党支部学习管理
制度，每月定期和支部成员学习交流。

去年来，张建明还几次组织村党
员、干部外出考察学习，拓宽思路，增
长见识。 村里10个蔬菜大棚， 就是去
山东寿光学习回来后建的。

“张队长，工作队撤走后，如果村
里有需要 ，你们还会帮扶吗 ？ ”记者
问。

“近12年来，我到了3个县，先后帮
扶8个村， 现在一直和这些村保持热
线联系。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就是
我的家，只要需要，我随喊随到。 ”张
建明乐呵呵地说。 前不久，他驻过的
宜章县长村乡长启村、白沙圩乡邝里
洞村 ，还打电话给他 ，咨询农村环境
综合治理问题，并请他前往指导蔬菜
大棚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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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阴 2℃～9℃
湘潭市 阴转小雨 2℃～7℃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小雨 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2级 2℃～7℃

张家界 阴转小雨 1℃～8℃

岳阳市 多云转小雨 2℃～9℃
常德市 阵雨转雨夹雪 0℃～5℃
益阳市 阴转小雨 2℃～7℃

怀化市 阴转小雨 2℃～7℃
娄底市 阴转小雨 3℃～7℃
吉首市 小雨转雨夹雪 1℃～5℃

衡阳市 阴转小雨 3℃～9℃
郴州市 多云转阴 4℃～12℃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株洲市 多云转阴 2℃～8℃
永州市 阴转小雨 3℃～10℃

２０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地址： 长沙市解放西路262号3至5楼
电话： 0731-82296448 84428148

———记郴州市委建设
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建明驻村扶贫12年

本报12月24日讯（通讯员 毛德
记者 贺威） 日前，涟源市光明山小
礼堂内，250名群众现场测评市直单
位的实权股室，给这些股室打分。 这
是涟源市强化机关效能、 推进干部
作风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创新举措和
重要手段。

会上， 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的
250名行政相对人，对国土局地籍管
理股、财政局国库股、规划局用地管
理股、城管局广告渣土办、房产局房
屋产权管理股5个股室 ， 从工作纪
律、服务态度、依法行政 、廉洁自律
等方面进行测评打分。 同时还将结
合平时检查得分和民调中心季度电

话测评得分得出各股室最后的综合
得分。 其余55个实权股室的现场测
评也将在近期陆续完成。

年底， 该市将按照年度总得分
进行排名， 对排名前3位的股室，授
予 “2012年度效能监督先进股室”，
并向组织部门和所在单位建议对其
负责人优先提拔重用。 对排名倒数
一、 二、 三位的股室或不满意率达
30%及以上的，对其分管领导和股室
工作人员集体诫勉谈话并通报批
评，取消其评先评优资格；对排名倒
数第一或不满意率在40%以上的股
室， 责令股室负责人辞职或给予其
免职处理。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松华）12月上旬， 祁阳县肖
家村镇太平村独生子女户刘成峰没花
一分钱， 便领到了2013年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证。目前，该县为7000多户计生
家庭、2.3万余人代缴了2013年新农合
个人参合资金141万多元。

今年起，该县在继续对“独生子
女、二女计生户”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落实民政救助、低保、建房等奖励优
惠政策的同时， 县财政全额承担农
村计生家庭的新农合个人参合费
用，所需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着力
保障农村计生家庭“病有所医”。 为
此，县里下发《关于农村“两户”家庭
免缴合作医疗个人参合费的通知》，
并将这项工作纳入计生为民办实事
项目，形成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刘也
李寒露 张晶

观音寺村是常德市武陵区芦荻
山乡最偏远的一个村，3年前村民人
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 如今村民收
入大幅增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近日，记者来到这个村，正遇一群
老婆婆围坐在一起， 一边享受温暖的
阳光，一边从棉桃中扯着棉花，不时发
出开心的笑声。说起村里的事，老人们
打开了话匣子。 一位老婆婆说：“我们
村远离城区，人多地少。现在男劳力大
多外出务工， 妇女们轮流到城里做保
洁， 日子过得好多了。 能有今天的光
景，舒刚伢儿费了不少劲呀！ ”

老人说的 “舒刚伢儿 ”，就是村
党支部书记舒刚。 1998年，他从武警
部队退役， 在岳阳一所职业学校干
了10年，当上了副校长。 就在这时，
他却辞职回乡当农民。 他一直有个
愿望，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009年，舒刚在村里成立了一家
叫“乡里乡亲”的保洁服务公司。 刚开
始，村里留守妇女只有6人愿意参加。
她们的第一单业务是为一家企业清
扫一栋楼房，一天下来，每人赚了100
多元。 这以后，“乡里乡亲”公司业务
不断扩大， 常年固定人员达到170多
人，用人高峰期有300余人，这些人轮

流外出做保洁， 一个月只上10天班，
平常在家料理农事， 月收入有1300
元。

去年5月，村里换届。 30刚出头
的舒刚没想到， 自己竟高票选为村
支书。 村里不少人也称他是票箱里
“跳”出来的。 舒刚上任，代表村支两
委做出多项承诺。 这些承诺现在逐
步变成了现实。 走在村里， 记者看
到， 昔日破旧的老村部已被一栋两
层小楼所替代；6个五保老人住进了
翻修一新的“五保之家”；2.5公里通
组公路硬化、1万米沟渠清淤硬化已
近尾声；面积700平方米的文体活动
场即将对村民开放； 养猪专业户发
展到67户，户均年收入达5万元。

有这样的变化，舒刚费尽了心血，
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今年7月28日晚，劳累了一
天的舒刚放心不下村道一处下沉的基
脚，打着手电筒去查看，不小心跌入2
米多深的坑道，左脚摔成粉碎性骨折。
说到这里，这位村民眼里噙满了泪水。

票箱里“跳”出好支书

工作好不好 群众说了算

涟源百姓测评实权股室

祁阳7000计生户“免单”入新农合

本报 12月 24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刘勋 ） 12月中
旬， 按国家一级消防站建设标
准建设的雷锋消防站建成投入
使用。 该消防站建筑面积4800
多平方米， 配备各类大型消防

车7辆 ， 填补了长沙河西地区
无大型城市消防站的空白。 今
后， 该消防站辐射的长沙高新
区范围内 ， 任意一地出现灾
情 ， 消防车都能在5分钟内赶
到现场。

12月24日，洪江市龙田乡东风村橘农在选果分级冰糖橙，包装后准备外销。 今年该市
柑橘丰收，政府积极招商，引导水果批发商前来当地购销。 杨锡建 摄

“全家可以过团圆年了”

长沙河西建成首个大型城市消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