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医生！ 医生！ 快开门！” 8月7日凌
晨2时，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儿科住院部4楼
的新生儿救护中心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七
八个大人簇拥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急不
可耐地叫开了抢救室的门。

“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们从月亮
湾花园捡来的， 在派出所登记的时候才取
的， 叫亮亮。”

医生瞪大了眼， 惊疑地问道： “你们
是他什么人？”

“我们都是他的亲人。”
事情原来是这样， 8月6日晚10时， 进

城务工的乡下妹子赵晴和两名伙伴正在大
庸桥月亮湾花园散步乘凉， 经过一片树丛

下的坐椅旁， 突然发现一个嗷嗷待哺的男
婴放在坐椅上。 第一次碰见这等事， 几个
年轻人顿时慌了神， 赵晴电话求助已当妈
妈的表姐宋金绒。

宋金绒是个热心人，立即叫上老公、妈
妈、哥哥，驱车公园探个究竟。 路上，哥哥宋
小兵电话报警， 同时还电话联系记者一同
前往。

公园门口，只见婴儿张着小嘴“呜呜”
哼叫，宋金绒的妈妈秦大妈心痛不已，一手
接过孩子熟练地哄着。 而宋金绒又掉转车
头，前往刚生育不久的亲戚家找婴幼用品。

随后，辖区大桥派出所民警火速赶来，
问明情况后，立即联系民政部门。 不久，水
和牛奶送到， 看着孩子滋滋有味地吸着奶
嘴，大伙纷纷拍照发微博、微信。

记者的微信发出不久， 市民询问的电
话打个不停。 有人要送钱、有人要送婴幼儿
用品、有人要探望，有人干脆赶到了现场。

23时多，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派
出所，有关手续一办完，大伙将小亮亮送到
市区的妇幼保健院，医生一看，因医院没有
检查设备建议马上送市人民医院儿科。

一路上倒腾， 热心人宋金绒、 田芳一
直紧搂着小亮亮， 生怕有半点闪失。 7日
凌晨2时， 热心人于惠夫妇还赶到了医院。
当看见孩子推进了ICU病房， 一群人才依
依不舍地离开医院。

8月7日一大早， 不少市民还在关注小
亮亮的情况， 好心市民丁云娟送来了一大
包婴儿吃穿用品。 下午， 小亮亮经医院检
查， 除患有先天性脑积水外， 其他生命体

征都在正常值内， 被转到了永定区儿童福
利院养护。

8日， 大桥派出所朱所长告诉记者， 小
亮亮的父母有犯遗弃罪的嫌疑， 公安部门
已介入调查取证。 儿童福利院的王尉名院
长告诉记者， 小亮亮在工作人员悉心照料
下， 能吃、 能睡， 但病情依然严重， 因治
疗条件有限， 他们已向省儿童福利院申请，
请求将小亮亮转到长沙作进一步的检查和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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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访万联千创百佳”
帮扶困难群众1.2万余人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谢扶民 曾
圆）古丈县少女宋倩因脑瘫导致双腿无法行走，父母
在外多年杳无音信， 只好与80多岁的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省民政厅民情调查工作组今年7月底发现此事
后，迅速将她送到医院，筹资10多万元进行了救治，
现在恢复良好。宋倩今天向记者表示，以后要好好学
习技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省民政厅
党组结合民政工作实际， 在厅机关和直属单位开展

“访万联千创百佳”活动，并向全省民政系统党员干部
职工发出倡议，积极行动起来，访万户民政服务对象，
联千家民政基层单位，创百佳民政服务品牌。活动中，
每个党员干部走访2至3个困难群众、优抚对象、五保
对象等，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现实需求和个人期盼，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各级民政部门机关党组
织结对帮扶民政基层单位，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与民
政基层干部的感情；在社会组织管理、开展社会救助
阳光工程等方面“创百佳民政服务品牌”，树典型、造
氛围，切实提高服务效能、改进工作作风。

省民政厅机关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重点协
调解决民生建设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据统计，截至
目前共掌握了解问题59个， 其中已经解决和正在解
决42个，收集意见建议45条，多方面筹集资金帮扶困
难群众1.2万余人。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兰志荣 记者 李伟
锋）日前，省审计厅组织召开全省地方性政府债务
审计工作动员大会。 会上提出，要以“民本审计”理
念为指导，走进群众、深入一线，广泛听取和体察
基层群众的民意和诉求， 把债务审计作为群众路
线教育的重要实践， 以债务审计的成果检验教育
实践活动的成效。

从群众利益出发开展审计， 彰显为民务实的
民本审计理念。 该厅以“摸实情、查问题、提建议、
促发展”为着力点，紧密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在广征民意、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全面清理各级政
府性债务，找准政府性债务举借、管理和使用中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债务风险隐患，有效防
范和化解潜在风险。

到审计一线体察民情， 切实为基层审计人员
排忧解难。 债务审计过程中，该厅每位厅党组成员
将深入到市（州）、县（市、区）审计现场，开展为期
不少于3天的基层调研。 与审计一线工作人员同吃
同住，全面掌握各审计组工作进度和调度情况，就
审计工作遇到的突出问题予以指导和协调。 同时，
深入了解一线审计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 精神状
态，并对其加以引导，督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深入开展，为及时准确、高质高效完成此次债务
审计提供思想保障。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谢潇波 记者 李伟
锋）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省国土资源厅结合自身工作， 在全系统部署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转作风、解难题、树形象”专项行
动。 该行动以建设“效能国土、廉洁国土、和谐国
土”为总目标，以“比作风、比效能、比服务，治理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为抓手，以“抓关键、找要
害，出实招、见实效，重督查、狠问责”为工作模式。

专项行动着力解决8大突出问题。 一是思想认
识问题。 树立群众观点，强化大局观念，坚决做到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二是制度贯彻落实不力的问题。 坚决杜绝有规不

遵、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等现象。 三是为民意识不
强的问题。 认真抓好征地拆迁、农民建房审批、土
地整治、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凸显爱民、便民、惠
民、富民、强民原则。四是审批效能不高的问题。简
政、放权、提速，清理、整顿、规范中介服务，推进专
项效能监察和重要岗位效能监督。 五是执法监管
不严的问题。 敢于较真碰硬，严厉打击违法用地、
采矿、囤地、炒地等行为。 六是关心指导基层不够
的问题。主动调研，了解实情。减少评比检查。加强
教育培训。 加大投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七是队
伍素质不高的问题。 八是奢靡之风的问题。杜绝公
款大吃大喝，严禁借婚丧嫁娶收钱敛财等行为。

本报8月8日讯（通讯员 彭富国 张胜军 记者
柳德新） 省直农口部门把抗旱救灾作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大实践，把学习教育、听取
意见过程，摆到田间地头，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在抗旱救灾的实践中学习讨论、接受教育、改进作
风。

在“入党为什么，为党干什么”讨论中部署抗
旱救灾。 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府农办）党组要求，
抗旱救灾工作要做到“三个确保”：确保不出现大
面积人畜饮水困难， 确保不因缺水导致群体性事

件，确保不发生大面积山林火灾。 省水利厅及时做
好抗旱设施、设备的检修、维护，及时组织抢修水
毁渠系工程。

在“访基层群众，问干部作风”调研中深入抗
旱第一线。 省农业厅实行抗旱救灾厅领导联系市
州责任制，由14位厅领导、28个处室和22位农业专
家组成工作组，下到14个市州督促指导抗旱工作。
省林业厅先后有11名厅领导、39名处级干部、47名
技术人员深入到受旱严重地区，开展森林防火、苗
木保护等方面的督查、指导和服务。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超越亲情的救助

8月8日晚，2013环球旅游小姐湖南赛区选拔赛在长沙798红馆拉开帷
幕，20余名湘籍选手进行了运动休闲装、晚礼服、泳装及内衣秀和个人才艺表演。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省审计厅以债务审计成果
检验教育实践活动成效

着力解决8大突出问题省国土资源厅

为 您 服 务记者 在你身边
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因患先天性脑积水，被父母抛弃，

张家界热心市民纷纷施以援手，上演了一场———

省直农口部门 把抗旱救灾作为最大实践

白天热夜晚也热

本月11日前高温态势难改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高

温持续冲击着历史记录，不断挑战人们忍耐底线，昨
日立秋，南方高温稳步扩张到了今年来的鼎盛阶段。
气象预报称，一直到8月中旬，湖南高温的势头难以
改变，我们还要有充分的耐心等待凉爽的到来。

截至8日，长沙今年的高温日数已达48天，持续
高温39天，“领跑”全国省会城市。白天晴热高温持续
冲击着历史记录， 夜晚也在不断挑战人体的忍耐底
线。据中国天气网最新“夜温排行榜”显示，今年以来
最低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日数，长沙以6天位
居第二。人们常以白天的最高温反映炎热程度，实际
上白天气温高，如果夜晚气温也高，人们无法缓解白
天高温的不利影响，感受热的时间过长的话，炎热的
感觉更明显。

气象预报称，本月11日之前，湖南大部还将持续
37至39摄氏度的高温。 12日之后高温强度和范围有
望减弱，但35摄氏度左右高温状态还将持续。

田埂上开常委会的“新意”
郭汝霞

近日，新田县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现场选在了
莲花乡一个蔬菜基地的加工厂房内。 2台落地大电
扇，几张木桌、十几条长凳，常委们与村干部、群众围
坐一起，讨论蔬菜基地的发展，气氛异常热烈。

这样的常委会不走寻常路，颇有“新意”。打破在
会议室开会的惯例，将会议开到田间地头，不仅拉近
了干群距离，而且听到了真心话、摸到了真意见。 干
部思想也会有真触动，解决问题也会有的放矢。

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说现状、讲难处、提要求，当
场就能得到回应，甚至有的问题立马就能解决，群众耳
目一新，也能真切感受到政府工作的创新与高效。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在群众参与。新田的
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到群众中去，解难题、 办实事，
才能取信于民。

三湘���快语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英姿） 记者从8月6日召
开的南岳机场建设专题研究会上
获悉， 南岳机场明年“五一” 前
后通航。

截至8月6日， 南岳机场已完
成征地拆迁、 土方施工等工作。

整个航站区已完成三通一平， 航
站楼建至二楼、 航管楼已经封顶、
塔台8月底可以完工。 钢结构、 金
属屋面、 幕墙、 消防、 弱电等项
施工正在配合进行， 机场建设的
多项工程招标已接近尾声， 设备
采购陆续到位。

南岳机场明年“五一”前后通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