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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多云转小雨 19℃～27℃
株洲市 多云转阴 19℃～27℃
永州市 多云 19℃～28℃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阴天有零星小雨
北风 3~4 级 19℃～27℃

张家界 晴转多云 16℃～30℃

吉首市 晴 14℃～28℃
常德市 多云 18℃～27℃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9℃～26℃

怀化市 多云 15℃～28℃
娄底市 多云 19℃～27℃
邵阳市 多云 18℃～2７℃

衡阳市 多云 20℃～29℃
郴州市 多云转小雨 19℃～25℃
岳阳市 阴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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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在基层

本报记者 蒙志军
通讯员 邹甘霖

10月6日，记者来到浏阳市龙伏镇。
这里的节日气氛非常浓，南来北往的游
客络绎不绝。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
小镇，缘何有这么高的人气？原来，这里
有一支党群共建、特别的广场舞蹈队。

这支由农村留守妇女组成的队伍，
队员们平时还担当着环境卫生志愿者、
纠纷调解员、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
等多重角色。 自舞蹈队成立一年半以
来，街道的卫生干净了，邻里的纠纷少
了，健康的活动多了，村民的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文明新风悄然吹遍这里
的每个角落。

龙伏镇由过去的龙伏乡和泮春乡
合并而来。合并之后，村组的规模更大
了，一个村的党员有一两百个，面积大
的村有十几平方公里。村级组织结构发
生变化之后，如何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
理，如何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成了一个
新课题。

2012年2月，龙伏镇党委开展“三
五连心”主题活动，要求党员干部联组
联户，当好民意调查员、政策宣传员、纠
纷调解员、 群众服务员和工作指导员。
镇妇联主席邓皎明灵机一动，何不把镇
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 通过跳广场舞，
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激发她们的工作、
生活热情， 发挥她们的示范带动作用，
把她们培养成融洽党群关系的主力军
呢？于是，她找来几个爱好跳舞的女同
胞商量， 愿意义务教大家跳广场舞，条
件是搞好自家卫生，并配合搞好公共区
域卫生，同时还要宣传党的政策、文明
新风等。

邓皎明通过网络，学习并改编了近
百支新舞，一支一支教给队员。广场舞
队也如同滚雪球一般， 一年多下来，从
十几名队员发展到近千人，每当夜幕降
临，在龙伏镇的广场、村部、屋场等地，
随处可见妇女们翩翩起舞的身影。在

“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
举行的全镇广场舞大赛比过年还热闹。

镇里将广场舞队纳入管理并加以引

导，按照“地理相近，便于管理”的原则，
每个党员联系6名队员， 每个队员联系4
家农户，重点是贫困户、受灾户、拆迁户
以及农村致富带头人等。 镇里还加强党
员的考核， 对队员参与政策宣传和中心
工作进行指导。目前，队员联系的农户已
覆盖全镇所有群众， 环境卫生、 计划生
育、综治维稳等各项工作得到顺畅推进，
党的政策也得到及时有效传达。

舞蹈队员们在带头搞好自家环境
卫生的同时，每位队员还督促所联系的
农户维护好环境卫生，每月还组织开展
一次公共区域卫生义务大清扫活动。过
去， 镇里每年花费十几万元请保洁公
司，效果并不理想。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在舞队队员的影响和带动下，村民的环
境卫生意识明显增强，全镇的卫生状况
也得到根本转变。国家倡导妇女安康保
险和计划生育家庭保险，过去，许多村
民对这项为农村家庭减轻负担的惠民
政策不理解，推广难度大，在队员们的
宣传带动下，今年一个季度的参保率相
当于去年一年的总和。

舞蹈队还成立了妇女维权小分队，
帮助调解家庭纠纷，维护妇女儿童的正
当利益， 成功化解家庭暴力纠纷13起，
两户濒临破散的家庭破镜重圆。在队员
的帮助下，２个村民申请了创业项目资
金，３位白内障患者做了康复手术，３
位贫困学子领到了助学金重返校园。

舞队队员们还帮助村民改掉了不
少歪风陋习， 成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
去年，龙伏被评为浏阳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模范乡镇。36岁的村民周华春告诉
记者：“以前村里没什么娱乐活动，我们
这些留守妇女，平时除了看看电视就是
坐在麻将桌前， 颈椎和肩周特别不好。
自从参加了广场舞队， 这些毛病都好
了。参与村里的环保和宣传工作，有事
情做，觉得很有成就感，心情舒畅，干活
有劲，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了。”

龙伏镇党委书记张春明介绍，龙伏
把党建与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在带来乡
村文明新风尚的同时，更为新时期农村
党的群众工作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和
载体。

本报10月6日讯 （通讯员 周澜
彭爱强 记者 张斌）大街小巷干净清
爽，临街门面焕然一新。日前，记者走
进冷水江市禾青镇，发现该镇环境卫
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地居民
说，这是禾青镇重视群众诉求，扎实
开展群众工作带来的成效。

禾青镇工矿企业较发达，省道冷
邵线和涟溆线从镇上横跨而过，每天
车辆川流不息， 车轮带泥现象严重，
沿线居民反映强烈。 针对这一情况，
该镇配备5台城管巡查摩托车， 大力
整治公路扬尘，取缔了公路沿线非法
煤坪和洗车点，对合法煤坪进行防尘
改造，对过路煤车、渣土车、水泥车等
实行封闭管理， 每天定时沿路洒水，
让居民告别了“雨天泥浆到处溅、晴

天灰尘满天飞”的日子。
今年3月，该镇成立群众工作办，

向每个村（居委会）下派群众工作队，
规定工作队到所驻村（居委会）调查
走访每月不少于15天，同时规定每个
镇村干部必须保证日访20户、 夜访
10户，做到“三必谈三必问”，即谈生
产发展、谈生活现状、谈未来打算，问
群众困难、问建议意见、问期盼需求。

群众工作队了解到禾青村群众想
把镇区三板道延伸至其村， 迅速帮助
村里制定规划、筹集资金，目前该工程
已在建设中。 社学里村村民易某反映
沪昆高铁建设炮损问题， 希望能够尽
快调处赔偿。 群众工作队深入调查了
解后，与建设方进行协调，拿出合理赔
偿方案，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皮康明 贺东升）今天，在汨罗市计生服
务站前台人员引导下，新市镇新桥村甘
韵用一小时做完了全程免费的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她高兴地说：“趁国庆做了
检查，这样怀孕就安心了，真是省钱又
省心。”近3年来，汨罗市共为22809对夫
妇做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查出因致畸
因素不适怀孕对象6508例，有效减少了
缺陷儿出生。

2010年4月，汨罗市成为首批国家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单位。该市投资
200多万元，完善服务站软硬件建设，出
台实施方案和工作细则， 培训人员，规
范流程，形成“政府主导，计生牵头，部
门合作，规范运行，群众参与”的工作机
制。该市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每对夫妻有

29个检查项目，参照当地人民医院的收
费每对超过1000元， 国家拨付按照材
料试剂成本测算的每对240元， 其他全
部由市财政买单。

该市通过多种宣传方式，扩大检查
覆盖面；节假日不放假，方便外出务工
人员假期回家检查。检查时夫妻只需要
提供身份证和结婚证，流程简单，方便
快捷。

针对检查全过程， 汨罗选派各医
院医疗专家进行指导、质控和评估。对
有致畸因素的对象， 不光看医疗设备
的数据， 还要经过医疗专家的审定后
才能通知对象， 并记录在案， 跟踪随
访。 对检查合格的对象， 定期进行早
孕、妊娠结果随访。目前，该市随访率
为100%。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今天上午，记者
在凤凰县纯苗族聚集的山江镇
采访时，路过该镇板畔完全小学
时，看到学校的一栋二层楼的楼
顶上， 安装了20台太阳能热水
器，觉得好奇，便走进学校看个
究竟。

据板畔完全小学校长麻青
云介绍， 该校是一所寄宿制学
校，现有学生304名，其中222人
在学校寄宿；这栋二层楼是学校
的食堂兼办公楼， 去年12月竣
工；今年秋季开学后，香港九龙

青年商会的梁伟明先生，得知该
校想利用食堂的负一楼，为寄宿
生们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时，便慷
慨解囊，捐助8.5万元，为学校安
装了20台太阳能热水器。记者在
男浴室里看到， 共安装了9个热
水龙头和9个冷水龙头； 麻校长
打开热水龙头后，一会儿热水就
哗啦啦地流出来了。

麻校长对记者说：“学校已
于9月29日学生放假前， 第一次
进行了试用， 学生们太高兴了，
今后可保证每个寄宿生们每星
期在学校洗一个热水澡。”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张茂国

10月6日， 记者来到辰溪县
黄溪口镇政府“上班”，采撷了干
部职工节日坚守岗位的几个镜
头。

镜头一：全天候巡查
防“二违”建筑

早上8点， 记者随镇党委书
记赵杰和6名干部，去集镇巡查。

“主要是严防‘二违’建筑。”赵杰
说。

黄溪口镇被省政府确定为
湖南省生态镇、 湖南省中心镇；
2012年被列入湖南省城镇建设
第三轮示范镇，3年将投入1.2亿
元建设20个基础设施项目。示范
镇建设带动了土地升值，造成了
一些群众在集镇违法用地、违规
建房。

“今年国庆节，镇党委、镇政
府决定全体机关干部职工不放
假，将集镇分为3个片区，由我、
镇长、镇人大主席各带6名干部，
实行拉网式巡查。”出镇政府、过
老街、 步入刚刚竣工的主干
道———金色大道，赵杰边走边向
记者介绍，我们早、中、晚巡查3
次，不给违规人员任何时间。

镜头二：
扫除道路建设“拦路虎”

“赵书记，罗子山街临街店
铺业主不让占人行道，硬化施工
受阻， 您快来看看吧！”10时许，
赵杰正在帮一困难群众办理低

保，接到了分管城建的镇人大主
席米仁勇的电话。

罗子山街路面破损严重，黄
溪口镇筹资对街道按6米宽重新
硬化，国庆当日开始施工。因需
占用两边人行道1到2米，一些商
户不理解，不让施工。

10分钟后，记者和赵杰及镇
长张军赶到现场，米仁勇正在做
商户米求发的工作。 见书记、镇
长都来了，10多户商户围了上
来，你一句他一腔说开了。

讲道理、摆事实，一个多小时
过去了， 商户们的情绪稳定了下
来。根据商户们的意见，赵杰叫来
镇规划办主任， 将此次道路硬化
所占的地方， 列入今后房屋重建
预留人行道的距离， 并现场签下
了协议，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镜头三：
制止禁采区采砂

吃过中饭，记者再次和赵杰
等人前去集镇巡查“二违”建筑，
在金色大道看见一艘大采砂船
在沅江中采砂。

清水塘水电站大坝至黄溪
口集镇上游约1公里处是禁采
区。赵杰、张军一边向县河道管
理局汇报， 一边组织10多名干
部，要求业主立即停止采砂。

挖沙船主原以为干部都放
假没有人管了，抱着侥幸心理到
禁采区采砂。没有想到刚一开工
就被发现，只好停机，将船拖离
了禁采区。

目送挖沙船离开禁采区，赵
杰等人又赶赴芙蓉村调处土地
纠纷……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沙兆华）《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
施。在实施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记者
在长沙各景区看到，和和美美的一家老
少团圆游的景象随处可见，幸福快乐写
在老年人的脸上。

10月1日， 记者来到长沙市开福区
的和道源农家乐， 这里早早地被预订
满了，据介绍，有半数以上预订都是家
庭。带着老的，携着小的，中午时分，餐
厅中， 有说有笑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圆

桌边，吃着农家菜，说着家常，其乐融
融。潘桂荣老夫妇70多岁，前年从怀化
的乡里来长沙，这个国庆，儿子潘时雨
特意把远在怀化的妹妹一家请到长
沙， 让许久没有在一起的一家人好好
团圆一下。 潘时雨说：“父母操劳了一
辈子，我除了心怀感激，尽己所能让他
们衣食无忧，还要让他们感受到幸福，
其实老人不需要太多， 只要多陪陪他
们，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他们就很
满足了。”

“老年人不适宜远游，近郊的农家
乐游，成了祖孙三代游最好的去处。”据
省旅游协会负责人介绍，《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 里明确了家庭赡养和抚养的
条款， 越来越多的晚辈重视长辈的精
神需求。据统计，今年黄金周在农家乐
游中，家庭游占了50%，这个数据也将
逐年增长。

除了农家的休闲外，长沙公园景点
景观游也成了祖孙三代游的另一个首
选，10月5日，在省森林植物园，拿着《老

年证》来购票的人络绎不绝，据介绍，国
庆长假以来，每天凭《老年证》入园的达
200多人。

在植物园中灿烂开放的向日葵间，
刘晓珀一家8口人留下了全家人的团圆
照。38岁的刘晓珀是一家公司的中层干
部，他说：“前些年，都把时间和精力放
在工作上，现在，双方父母日益衰老，
孩子在长大，他们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他们幸福快乐，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快
乐。”

“国庆节，我们都在岗”
———辰溪县黄溪口镇政府随访记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小朋友，请把果皮扔进垃
圾箱，好不好？”10月5日，宁远县
舜帝陵景区，身着“文明劝导”马
甲的该县商业事务办副主任科
员夏云瑞微笑着对一位随便扔
果皮的小朋友说。

“对，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
景区的环境卫生。” 从云南思茅
来旅游的骆先生立即与孩子一
道，捡起丢在地上的果皮，扔进
垃圾箱。

夏云瑞告诉记者：“我们主
要的职责是对游客的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而不是处罚。对反

复劝导仍不愿改正的，我们通过
示范引导他们改进不文明行为。
大多数游客都能积极配合。”

在县城印山路口进行文明
劝导的该县商业事务办主任科
员陈学敏对记者说， 他们在文
明劝导的同时， 还积极为大家
排忧解难。这时，江苏省丹阳市
游客张红生问他乡村美食节的
举办地点。陈学敏二话没说，把
他们带到位于重华路的小吃一
条街。

该县文明办主任魏纲告诉
记者：“国庆长假期间，全县每天
都有1000多名干部职工主动放
弃休息， 参加义务文明劝导。在
大家的努力下，景区更美了。”

文明劝导让景区更美

本报记者 尹超 向国生

国庆长假第二天，记者驱车
2个多小时，沿着崎岖的山路，一
路颠簸来到慈利县“美丽水乡”
龙潭河镇。在这偏远乡村，沿途
也遇上了一些从长沙、常德等地
慕名而来的自驾游“探寻者”。

“为保障国庆长假用电正
常，全市景区、城区和乡村都有

‘保电’人员在坚守。”正在龙潭
河镇巡查的张家界电业局值班
领导赵峰向记者介绍，他暗访了
大部分偏远乡镇的供电所，值班
人员百分之百到岗。

走进龙潭河供电所营业厅，
李眉杰等工作人员正在娴熟地
为用户提供咨询、 办理业务。值
班时，李眉杰把还在哺乳期的儿
子托付给母亲代管。

上午11时30分许， 正在给我
们介绍情况的龙潭河供电所所长
李建清接到县电力公司“10千伏
龙金线路C相全接地， 请带电查

线”的调度命令，他立马组织检修
人员奔赴事发地金坪乡丛木村。

李建清和检修人员徐向云、
符德全翻山越岭， 赶到事发现
场。原来，由于针式瓷瓶老化烧
坏导致断线， 造成金坪乡沿线
2800多用户临时停电。为减少停
电区域，李建清果断决定，把73
号杆上的断路器断开隔离，使该
线前段大部分用户恢复供电。烈
日下， 抢修人员一刻不敢懈怠，
爬杆、安装、调试，就连喝水、上
厕所的时间都省了。很快，烧断
的线路全线恢复供电。

“来电了！”邻近的乡亲们大
声欢呼起来。此时早已过了吃午
饭的时间，但汗流浃背的维修人
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据了解，龙潭河供电所管理
服务景龙桥乡、金坪乡、二坊坪
乡、龙潭河镇1.2万多用户，境内
山高路陡， 用户居住较分散，工
作难度较大，但该所各项工作从
不落后，多项还走在全县前列。

假日“保电”忙

苗乡寄宿生可洗热水澡了

父母在 不远游
城里景区、近郊农家乐，到处有祖孙三代的笑脸

让每个宝宝都聪明健康
汨罗免费为22809对夫妇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大街小巷焕然一新
禾青镇群众工作助力和谐发展

浏阳龙伏镇：娘子大军舞动山乡巨变

上图：10月6日，张花高速花垣段，施工人员在进行桥面清扫。国庆长假，施工人员放弃休息
时间加紧施工，确保该公路年底建成通车。目前，该公路正进行护栏安装等附属工程建设。

龙恩泽 摄
右图：10月6日，施工人员在工作竖井内忙碌。国庆长假期间，中国中铁集团782名工人放弃休

息、坚守岗位，为完成长沙市南湖路隧道尽快通车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段学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