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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邵阳市 中雨 17℃～25℃
湘潭市 小雨 15℃～25℃

张家界 中雨转小雨 15℃～24℃
吉首市 中雨转小到中雨 17℃～24℃
岳阳市 中雨转小雨 16℃～23℃

衡阳市 小雨 19℃～27℃
郴州市 小雨 19℃～30℃

２０13年9月24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怀化市 大雨转中雨 17℃～24℃
娄底市 中雨转小雨 17℃～24℃

常德市 中雨 16℃～22℃
益阳市 中雨转小雨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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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 级 24℃～27℃

市州新闻5

株洲市 小雨 16℃～28℃
永州市 小雨 17℃～27℃

本报9月23日讯（通讯员 王玖华
王威群 记者 段云行）“这样的舞越
跳越有味、越跳越年轻。”9月17日晚，
在双峰县花门镇双龙社区，65岁的居
民赵红梅和当地50多人跳起了健身
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在下乡调
研的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长彭云
辉，也情不自禁加入其中。县文广新
局局长罗跃勃介绍，像双龙社区这样
跳健身舞的，全县有1000多处，成为
城乡一道靓丽风景。

近年来，双峰县大力发展群众文

化活动，将其纳入“文化强县”主要内
容， 由县文广新局负责组织实施。并
设立300万元文化活动发展基金，为
繁荣群众文化提供资金保障。

自2011年起，双峰县文广新局组
织培训民间文艺团体和业务骨干。至
2012年，全县共发展中、西乐队400多
支，木偶、花鼓等剧团20多个，还有秧
歌队、腰鼓队和灯会、龙舟队等民间
文艺团体100多个，演艺人员共达2万
人。每逢节日喜庆日，这些文艺团体
纷纷上阵，为群众献上一道道“美味

佳肴”。 还重点培育了47个文化活动
示范村，2000多名农民演员、 农民画
家等业务骨干脱颖而出，成为活跃农
村文化的主力军。 蛇形山镇的木偶
戏，去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双峰县还结合地域民俗特色 ，
建立起政府组织、 文化部门
实施、县财政买单、社会各界
支持、 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
活动运作机制， 做到大小节
日有活动、日常活动群众化、
群众活动经常化， 每年开展

大型群众文化活动30多场次， 文化
下乡“红红火火”、文化进城“热热闹
闹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促进了文
化产业的发展。今年1至8月，全县文
化产业创总产值1.5亿元以上 ，同比
增长14%。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陈鸿飞 朱
章安 通讯员 王小福）日前，常宁市工
商局、 消委会启动群体性投诉处置机
制， 迅速调处了一起涉及近100位老年
人的保健品消费纠纷，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近20万元。

9月11日，一位老年消费者来到常宁
市工商局投诉称，因参加了一场“保健知
识”讲座，听信经销商宣传，他以1980元
的价格购买了一套 “三九九港金奥力牌
蜂胶胶囊”， 后发现该产品属保健食品，
并没有经销商推销时说的那样具有药物
功效，请求工商部门查处。常宁市工商局

立即联合当地公安部门，由公安部门在
当地一家酒店，将正在举行“答谢宴”的
经销商控制。经调查，该经销商吴某为
湖北人，在常宁无固定经营地址，属流
动经营，所经销产品属保健食品。但该
经销商随意夸大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
并以小礼物、礼金诱导消费者，其行为
已涉嫌消费欺诈，应当无条件退货。

9月13日，在常宁市工商、公安、药
监等部门监督下，由常宁市消委会主
持，经销商一次性对所售商品全部做
退货处理 ，共退回产品97套 ，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近20万元。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杨昌健 曹碧波）“谢老师， 多亏
你指导， 我家的梨今年获得大丰收。”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镇洞尾村
村民李敏提着新鲜的日韩砂梨， 登门
感谢区科技特派员谢振琪。

近年来， 苏仙区从科技、 农业、畜
牧、农机、林业等部门，选出100余名科

技人员为科技特派员，下派到农村开展
技术帮扶活动。同时，从各村挑选专业
合作社带头人、种养大户、乡土能人等，
担任村组科技特派员，实现了全区行政
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各特派员纷纷发
挥一技之长，每年开展各类种养技术培
训230场次，培训群众1万多人次，促进
了农民增收。

苏仙区科技特派员促农增收

文化活动热热闹闹双峰

戴红霞扎根穷山冲，22年漂亮书写“致青春”，家乡人个个夸———

本报记者 聂廷芳
通讯员 贺粤湘

身兼三职名头响
戴红霞这才40岁，硬是有“名播

一方、德高望重”的架势。
她一身兼任3职：妇幼专干、妇女

主任、村医务室医生。这在宁乡县400
多个行政村、社区，是破例的；

她抓计划生育，事半功倍，举重
若轻。 15年来，村里计生率几乎年年
100%，是市、县的老先进、红旗村；

群众发自内心拥戴她 ， “戴主
任”成了昵称，村里人挂在嘴上。 七
八十岁的爷爷姥姥们， 个个都尊称
她“戴主任”。

中秋假期， 记者到金洲镇龙桥
村 “明察暗访 ”，发现戴红霞果真不
简单 ：扎根农村 ，比如今的 “大学生
村官 ”早了一二十年 ；做计生工作 ，
有独创、高效、值得推广的模式。

18岁回到穷山冲
1991年， 戴红霞18岁， 如花的

年龄。 怀揣医学院校文凭， 带着青
春理想， 她回到老家。

那个年代， 大中专毕业生很稀
罕。 “人往高处走”，她的同学们纷纷
在大城市、大医院高就，她却在最基
层的村里面，默默干了20多年。

“村里太需要一位医生了。” 75
岁的吴爱莲娭毑告诉记者， 龙桥村
是偏僻的穷山冲， 田少山多， 缺粮
饥饿疾病多； 以前没有公路， 看病
走到县城， 清早起、 摸黑回。 戴红
霞回来了， 除了做手术， 农民看病
从此不出村。

戴红霞说 ： “农村妇科病多
发， 光是妇科炎症， 村里每年在400
例以上 ， 除了个别做手术的以外 ，
都在我这里治好了。”

村里一陈姓妇女， 两次到大医
院做妇科囊肿手术， 戴红霞给她拆
线、 打针、 换药。 女人们把戴红霞
当做贴心闺蜜， 医疗手术、 计生手
术不要家人陪， 要戴红霞守在手术
台边。

对高血压、 糖尿病人， 戴红霞
每月随访、 检测。 知识加奉献， 提
升了农民的健康素质。

人脉深厚面子大
长期行医，又做妇幼专干，跟村

里人不仅脸熟， 感情也相当融洽。戴
红霞说， 全村3000人， 能熟练喊出
2000多人的名字。

她的群众基础牢实，做计生阻力
小，到处有帮手。今年9月，一位育龄妇
女有超生苗头，丈夫、嫂嫂、叔子、公
公，全都看戴红霞的面子，轮番劝说。
育龄妇女“招架”不住，选择了守法。

戴红霞说，“三位一体”利于抓好
计生：医生、妇幼专干随访次数多，对
孕情随时发现掌握、 能精确到某一
天；孕期随访检查、哺乳、计生手术、
产妇检查、新生儿护理、防癌检查、打
防疫针……都是专业的医学指导，群
众信赖你，妇女主任的工作好做。

镇里干部说， 一个育龄妇女避
孕、 怀孕、 孕期、 产前、 接生、 产后
……一个人从打结婚证开始， 到生小
孩、 孩子上学、 再到长大了男婚女嫁
……都在戴红霞专业指导、 严密管理
之中， 妇幼专干、 医生、 妇女主任
“三位一体”， 计生工作丝丝入扣， 是
好模式。

父老乡亲口似碑
“一人难满百人意。尤其是做计

划生育 ，哪有不攒咒的 ？”村里77岁
的彭春武爹爹说 ， “戴主任冇得人
骂，都讲她好！”

“戴主任人好 ，肯帮忙 ，计划生
育喊得动， 都听她指挥。”60岁的刘
爱兰老人告诉记者 ，“我有两个崽 、
一个女， 都是戴主任上门做的计划
生育，满意，没人讲她闲话！”

“我哪里不晓得戴主任好呢！我
5个侄儿计划生育，亲眼看到戴主任
做工作细致、热心、有办法。”60多岁
的秦克富说。

在长辈们眼里，“戴主任”端庄、
秀丽、形象美，人品、心灵更美。记者
访问了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农户 ，
人人赞她“好人、好主任”。

现在，龙桥村变成了开发热土，全
村18个组已拆迁14个， 国内知名的大
企业进来了， 村里涌进300多流动人
口。在戴红霞手里，“天下第一难事”照
样迎刃而解，没有刁难户、钉子户。

18岁起，整整22年，戴红霞书写
了漂亮的 “致青春”。

常宁调处一起老年消费者投诉事件

9月23日， 花垣县计生服务工作人员正给群众讲解胚胎发育过程。 该县投
入1218万元建起了计生服务站， 为育龄群众提供专业辅导和检查。

石林荣 石献平 摄影报道

女人40一枝花

挽回经济损失近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