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 洪江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来到边远山
区的岔头乡大年溪村， 看望残疾人家庭， 给他们送
去过年物资和慰问金。 春节前夕， 该市民政局多渠
道筹措资金50余万元， 慰问全市400余户生活困难
家庭。

杨锡建 向祺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田甜

走进湘潭市救助管理站， 感觉年味正浓。
食堂里琳琅满目挂满了腊肉、 腊鱼， 这些都是

为农历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准备的。 红烧鱼、 蒸腊肉、
扣肉……家里过年常吃的菜， 湘潭市救助管理站一
个都没落下， 就是要让流浪人员过一个和家里一样
温暖的年。

吃完年夜饭， 必不可少的就是看春晚。 在湘潭
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早早准备好了瓜子、 糖果、
糕点， 调试好了电视。 “除夕我们不放假， 我们全
站的工作人员都将陪着流浪人员一起过年看春晚。”
湘潭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童玲珏告诉记者。

走进流浪人员的宿舍， 每张床都铺得整整齐齐，
用手摸摸被子， 干净又厚实。 墙上挂着空调， 晚上
睡觉前， 工作人员都会为流浪人员打开空调， 让他
们暖暖和和睡个好觉。 工作人员还购置了一批新衣
服、 新鞋子， 保证每个住在这里的流浪人员过年都
能穿上新衣、 新鞋。

这里曾救助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没人知道她
的名字。 她有些智力障碍， 只会发一个音“ma�
ma”。 见到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小姑娘就拉着她们
的手， 喊“ma� ma”。 也许， 在小姑娘心里， 工作
人员就是她的妈妈， 救助站就是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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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杨柳青）长沙市清水塘路社区低保
户王宁川，今天不仅领到了200元“过节费”，还在社区领了米、
油、被子等过年物资。 记者日前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春节将至，
我省低保户、五保户等困难群众每人可领到200元左右生活补

助。
为保障我省生活无着流浪、乞

讨人员、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省民
政厅已预拨2014年各项民政补助资
金80余亿元，帮助我省700多万困难

群众过一个温暖年。
救灾救济方面，我省已下达2.79亿元冬春救济资金，并向

全省各地调拨4.3万床救灾棉被，解决部分灾民御寒问题。目前
各县市区正在向受灾困难群众发放资金和物资。 省民政厅还
率先在全省开展了“慈善一日捐”活动，募集资金将用于慰问
帮扶灾民、孤儿、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众。 同时，我
省还将流浪乞讨人员“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
动列为阶段性重点工作，实行救助管理工作24小
时服务接待制。

本报记者 李勇

寒风挡不住关怀的脚步，阳光
见证着暖暖的爱心。 这个冬天，我
们一起触摸民生的温度。

马年春节即将来临。 这时候，
我们更加惦记生活困难的群体，更
加惦记福利院的孩子、敬老院的老
人。 本报记者走进城市和乡村，来
到救助站、敬老院、福利院，实地探
访困难群众，看看他们准备怎样过
年，得到了哪些帮扶 ，还有哪些新
期盼，也送上我们的祝福。

我们看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关心下， 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中，
低保户拿到了生活补助，崭新的衣
服穿到了老人们身上，困难家庭孩
子拿到了考试第一名的奖状，筹备
中的年夜饭丰富而温馨……实实
在在的善行和真情，折射出了这个
时代的世道人心，温暖了困难群众
的心灵。

群众心中有杆秤，称出的不仅
是“温暖”的成色，也称出了干部为
民执政的分量。

只有走到困难群众家里去，才
能了解百姓疾苦、群众期待，从而更
好地开展工作。 只有真心实意为困
难群众排忧解难，才能让他们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全面小康
的基础更加坚实。

爱还在继续、在流淌。 温暖过
年，我们同行。

让700多万困难群众过个好年
●低保户、五保户等每人可领200元生活补助
●省民政厅已预拨补助资金80余亿元

腊鱼腊肉
挂满厨房

救助管理站里年味浓———

全省各市州救助管理站联系方式
春节临近，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人员露宿街头怎么办？本报公布全省14个市州救

助管理站的联系方式， 街头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人员可向救助管理站申请避寒救助
服务；市民如发现有露宿街头的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人员，也可拨打以下救助电话。

市州 救助站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长沙市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东山街道边山社区先锋组
（第二社会福利院旁）

0731-89727915

株洲市 株洲市救助管理站
株洲市芦淞区枫溪办事处曲尺村老茶
组

0731-28221076

湘潭市 湘潭市救助管理站 湘潭市双马镇向阳农场新立组 0731-58396144

衡阳市 衡阳市救助管理站 衡阳市雁峰区园林路易家塘24号 0734-8516000

邵阳市 邵阳市救助管理站
邵阳市双拥路中段西侧
(市民政局院内)

0739-5327968

岳阳市 岳阳市救助管理站 岳阳楼区青年西路129号 0730-8246086

常德市 常德市救助管理站 常德市光荣路188号 0736-7210110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救助管理站 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岗巷64号 0744-8222462

益阳市 益阳市救助管理站 益阳市金银山路重塘村巷8号 0737-4206926

郴州市 郴州市救助管理站 郴州市苏仙区苏石路17-1号 0735-2892284/2657110

永州市 永州市救助管理站 冷水滩区通化街315号 0746-8445317

怀化市 怀化市救助管理站 鹤城区武陵西路21号 0745-2265052

娄底市 娄底市救助管理站 娄底市扶青北路交警支队旁 0738-8800149

自治州 湘西自治州救助管理站 吉首市乾州溶江小区社会福利院一楼 0743-8530852

温暖过年
我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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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里好热闹———

穿新衣换新鞋
通讯员 向水生 本报记者 冒蕞

1月20日下午， 永顺县中心敬老院里的老人
们正在写春联、 挂灯笼……随着新年的临近，敬
老院里也热闹了起来。

“我们杀了5头猪、2头羊。 ”敬老院食堂掌勺
的厨师王敬说，按照湘西的年俗，他现在每天都
忙着给老人们烹制过年吃的“年庚肉”。

84岁高龄的宋谋胜老人是敬老院年纪最大
的。 他告诉记者，快过年了，大家都很高兴，敬老
院给每位老人都准备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

70岁的陈代敏老人穿上了自己的新羽绒服，
原来这是前几天县里一家医药公司组织员工在
新年之际奉献爱心，给敬老院每一位老人量身定
做的“爱心羽绒服”。

“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过两天县里
领导还会来看望慰问， 和老人们一起吃年夜饭，
大家都盼着那一天呢。 ”敬老院院长李平乐笑着
介绍，敬老院现在一共住了43位老人。前几年，在
县里的支持下，敬老院盖起了一座2层的新楼，对
旧的楼房进行了翻新，还添置了一批电视、收音
机等电器。

问起老人们有什么愿望， 大家纷纷表示，在
敬老院住得舒适， 过得开心，“没什么别的愿望
了，希望儿女能够过得好。 ”

低保户备年货———

挑个“福”字贴门上
本报记者 贺佳

1月20日一大早，家住衡阳县咸水惠民廉租住
房小区的王济忠坐上公交车， 赶着去超市里备年
货。“为了让我们低保户过个好年，民政局前两天
给我们发了200块钱春节补助。 ”老王高兴地说。

老王原是县运输公司的一名修理工，1991年
因伤致残。 老伴不幸患上脑瘤， 也丧失了劳动能
力。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年纪尚小，过去老王
一家就蜗居在单位一间仅13平方米的破旧宿舍
里，生活十分拮据。自2000年县里推行城乡低保政
策后，老王一家很快就被纳入低保对象，基本生活
从此有了保障。 更令老王欣喜的是，通过申请、公
开摇号等程序， 他家顺利地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廉
租房。

“低保金年年都在往上提，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安居梦’也梦想成真。 ”回想前些年那段日子，老
王直言如今过得很知足。“儿子前不久也在县城一
家鞋厂找了份工作， 我和老伴可以安心享享清福
了。 ”

超市一圈逛下来，老王买了一堆东西，有吃的
有用的。 他还仔细挑选了一张鲜红的“福”字剪纸。

“过年把它贴在门上。 新的一年有党和政府的关
怀，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 ”老王的新年愿
景美好而又真实。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