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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基层

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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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转阴 3℃～8℃

吉首市 小雨 4℃～8℃
岳阳市 小雨转阴 2℃～7℃
常德市 小雨转阵雨 2℃～6℃
益阳市 小雨转阴 3℃～7℃

怀化市 小雨转阴 3℃～8℃
娄底市 小雨转阴 2℃～8℃
邵阳市 小雨 3℃～8℃
湘潭市 小雨转阴 3℃～8℃

株洲市 小雨 3℃～9℃
永州市 小雨 5℃～10℃
衡阳市 小雨 5℃～11℃
郴州市 小雨 6℃～11℃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多云到晴天早上有雾
北风 3～4级 2℃～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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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梁晖）株洲市芦淞区纪委近日通报了
区环卫处党总支书记易某工作日中餐饮
酒、酒后毁损公私财物、殴打他人等10起违
法违纪违规案件， 对有关人员予以严肃查
处。

据了解，去年以来，芦淞区快速查处了
征地拆迁、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等方面侵害
群众利益突出问题176个，处理160人。并针
对全区4大类32项重点建设项目，开展了专

项检查和效能监察，下达整改督办函15份，
协调解决各类问题26个。

为强化执纪监督问责， 芦淞区在区里
保留的69个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小组中，区
纪委、 区监察局作为成员单位继续参与的
仅12个， 把不该管的工作全部交还主责部
门。重点考核各级党委，促使他们将主体责
任扛上肩。同时，围绕“项目化管理、主办人
责任和聚焦作风问责制”等健全惩防体系，
确立了非公单位纪检组织建设、 村级监督

两个区级项目和10个基层反腐倡廉重点工
作项目。区纪委联合区非公党工委等部门，
在南大门等22个非公党组织中设置纪检委
员，营造廉洁创业、诚信经营良好氛围，被
评为株洲市“严厉惩治腐败、推进作风建
设”优秀项目。

芦淞区纪监部门还自觉“转作
风”，建立健全制度，着力服务大局。区
纪委、 区监察局与中建五局共建陈超
英廉政文化示范点， 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建立起严格的首问责任、服务承诺、限
时办结、责任追究等4项制度，切实转变
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面貌一新。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胡明高 杨万里)“今天的文艺节目真过
瘾，不亚于央视的《星光大道》和春节联欢晚
会，20多个文艺节目我从头看到尾。”春节前
夕, 家住南津中路的何大妈刚看完节目后一
路回家,喜笑颜开边走边对记者说。

为丰富群众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零
陵区釆取干部演、群众看，群众演、群众看

的办法，多方筹资200多万元，从2月10日
至3月10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春节文化系
列娱乐活动。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
牵头，区文化局、区文联等80多个单位和部
门参加，组织了“迎新春，共筑中国梦”十大
文化娱乐活动。即：一个春节送戏下乡巡回
演岀队，一台具有地方特色的广场“春晚”，
一台优秀少儿节目展演， 一台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展演， 一场由百名书法家参与的
现场作春联、写春联、送春联活动，一场摄
影展活动，一场零陵美食节活动，一场零陵
人民游零陵、写零陵、说零陵活动，一场由
千名干部群众参加的“共筑中国梦”合唱比
赛活动， 一场由万名群众参加的元宵节猜
灯谜活动。 家住黄古山东路的韩奶奶对刚
从南京一大学放假回来的孙女说：“今年零

陵区春节文化娱乐活动比往年都多，唱歌、
跳舞、戏曲、书法、美展、耍龙、舞狮、猜灯谜
样样都有，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春晩’节
目。”

该区公安、消防、交警、城管等部门出
动100余名干警釆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路
线，各负其责的办法，现场待命确保文化娱
乐活动“零事故”。

区委书记
捞“城管良方”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李治）25日上午，鹤城保洁
公司的清洁工周顺在岳麓街道洋海塘小区进行日常工
作时，双手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握住。原来，羊年首个工
作日, 长沙市岳麓区委书记陈中调研城市基础管理工
作，首站就选择了这个小区。

岳麓街道洋海塘小区位于二环线外侧、 步步高生
活广场王家湾店旁， 是较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基础
差，底子薄，周边环境复杂，安全隐患多。小区居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是房租收入，但由于小区设施老化等原因，
这两年租金水平有所下降。2014年岳麓区将其定为城
市管理“三进”示范小区之一，通过提质改造，如今的洋
海塘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新修的马路上，大红灯笼高高
挂起，年味十足；新设300多个停车位，部分公用场地
设置了体育锻炼器材； 太阳能路灯随处可见，3000多
平方米绿地铺展开来……一个集畅通、靓丽、干净为一
体的“花园式”小区，赢得居民纷纷“点赞”。

“比一年前漂亮了十倍！”周顺原来是当地村民，春
节期间，来了亲戚朋友都说这里好，附近还有一些安置
小区也纷纷要求效仿。 怎么样进一步打造高标准的文
明创建小区，大面积推广典型经验，正是岳麓区新年的
一大重点工作。对于岳麓街道按照基层组织楼栋化、小
区管理物业化、环境维护专业化、农民创业就地化、志
愿服务组团化等“五化”标准探索安置小区的治理，岳
麓区给予肯定并鼓励他们先行先试。

据介绍，今年岳麓区将继续落实“最严城管年”
要求，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精细化作
业、标准化考核，强力实施进基层社区、背街小巷、
城郊结合部“三进”工作，从机制上创新办法攻克城
市管理的难点和顽疾，同时，形成人人参与城市管
理的新局面。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康承贵

2月24日清晨，天气阴冷。站
在新化县桑梓镇坪溪管区满圣
村坡地放眼望去，只见一个300
平方米大小的院子和几间平房，
院子中间旗杆上一面飘扬着的
五星红旗，成为了小山村最醒目
的标志。这个巴掌大地方，就是
满圣小学。

7时30分， 唯一的教师杨理
新来到学校打扫校园， 启开煤
炉。3月1日开学， 他要提前做好
一切准备工作，等待孩子们的到
来。

满圣村地处偏远山区，村庄
山高路陡，地广人稀，生活极为
艰苦，当地百姓戏称满圣是“麻
雀过身不落脚的地方”。 满圣小
学建于1952年， 是一所公办学
校，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学
生最多时100多人，后来，生源
减少，2000年后，满圣小学由原
来的5个班缩小到1个班。

学校里， 两块黑板、4排桌

椅、一个讲台，就组成了一个教
室；一位老师，10名学生，就是一
个班级。 今年62岁的杨理新从
1973年2月到满圣小学任教开
始， 独自一人坚守满圣小学至
今。

一位老师，10名学生。 杨理
新是“老大”，称谓很多：校长、老
师、父亲、保姆。学生的吃喝拉撒
睡，他管；语文、数学、品德生活、
音体美6门课，他“独揽”。

学生多是留守儿童。 孩子
小，有的不会系鞋带，杨老师照
顾他们。农忙时，放学后他把学
生留在学校， 直到家长回来，像
保姆一样尽责。 阳丽萍年纪小，
身体差，山路行走不便，他便主
动给她提书包， 甚至背她上学，
时间达1年。去年夏天，一个星期
一的下午，放学回家的小黎因游
泳时不幸沉入两丈余深的水塘，
他跳进水塘相救， 用人工呼吸，
学生成功得救，他却由于多次呛
水，喉咙嘶哑了一个多月。“杨
老师能长期在我们这儿，是整个
村的福气。” 满圣村80岁的张大
爷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多里山路，杨理新以前靠
两条腿走路去学校，后来买了一

辆自行车， 一天骑车两个来回，
20年他骑坏了10辆自行车。

学校废旧仓库里，一辆辆锈
迹斑斑的老式自行车躺在地上，
这是杨老师往返学校的见证。

杨理新最害怕自己生病。
一旦生病了，孩子没人管，学校
就散了，只要能坚持住，就一定
踏进学校大门。1995年8月，杨
理新在村里清理池塘淤泥时，
不幸感染了病毒， 全身患上顽
固性银屑病（牛皮癣）。他到处
求治，但总不见好，年年复发。
现服用的药全是由北京邮寄过
来的，每年要花费医药费1万余
元，家庭负债累累。但他从未因
病耽误学生一节课， 也没有离
开学生。

学校巴掌大， 班级很袖珍，
可杨理新教的学生多次在全镇
语文、数学竞赛中获奖。他也被
评为市、县优秀教师……

2013年，杨理新到了退休
年龄， 组织上安排他休息。但
由于学校偏僻， 没有一个教师
愿意来满圣小学任教。 看到这
种情况， 杨理新又主动找学校
领导， 表示愿意一辈子坚守在
这所学校。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曹浪
波）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株洲市环保局领导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重点监控点查看运行情况。据介绍，在整个春
节期间，在株洲市的重点环保检测区域，环保游动暗哨
同样在24小时不间断地密切监控。“发现异常， 环保执
法人员在20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城区非法排污现场。”
该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监测数据表明，从大年三十至初六，株洲市区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57.1%， 比上年春节期间优
良率提高28.5%。2014年， 株洲市全面落实省政府
“一号重点工程”年度目标任务，在全面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383个项目任务的基础上， 超额完成了26个
项目。

2013年，省政府把湘江保护与治理列为“一号重
点工程”，决定滚动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治理
湘江。作为实施“一号重点工程”的重点区域，株洲市在
率先建立最严格的落实环保责任追究制度的同时，加
大落后产能淘汰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 通过
旗滨玻璃整体搬迁， 开创了清水塘工业区绿色搬迁的
先河。据统计，2014年，该市共淘汰关停了高能耗、高
污染企业（生产线）98家（条），拆除烟囱49根，截流湘江
株洲段沿岸排污口31个，市、县城区共建成10个生活
污水处理厂和1个工业废水处理利用厂， 完成了4个乡
镇污水处理站（厂）建设，湘江沿岸1公里内养殖场退出
272家，完成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项目19个，取缔关停网
箱养殖110口。

近日，省环保厅通报了2014年度全省重点环保工
作和湘江污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考核结
果，株洲市被评为优胜单位。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通讯员
罗理力 刘芳春）“不离开孩子，不
离开田土，就到家门口上班。”2月
26日， 隆回县石门乡老银村返乡
民工肖艳丽来到村办企业港松工
艺品加工厂报名上班， 从此不再
背井离乡去广东打工。

2014年，老银村招商引资1500
万元，引进港松工艺品加工厂投产，
解决村里50人就业。如今，该县像肖
艳丽一样在家门口上班的民工已达
3万余人。

隆回县是一个劳务人口输出
大县，每年向省外输出劳动力达20
万人以上。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
“筑巢引凤”工程，完善服务体系，
健全保障机制，不断优化农民工回
乡创业环境。同时兴建工业集中园
区，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兴昂鞋业、
福鸿工艺等99家大型企业相继落
户隆回。为打工农民“回巢”就业搭
建了广阔的平台。目前，该县有3万
余名返乡农民工本地就业， 过上
“不出远门淘好金”的新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喻阳 谢晶

“清炖土鸡最好吃！”“鱼头火
锅最有味！”……2月27日傍晚，岳
阳市环卫局环卫工人蔡友富家的
出租屋内美食飘香，蔡爹的4个儿
女正争着当厨师，赛厨艺，孙辈们
也在一旁当评委，品美味，其乐融
融。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记者
问。 蔡友富的老伴方云香满脸笑
意：“儿女们都带着娃娃来岳阳
了，补上今年全家的团年饭呢！”

62岁的蔡友富和老伴都是湖
北人， 多年来一直在岳阳从事清
扫保洁工作， 他们经常主动放弃
春节休假，已经5年没回老家过年
了。 蔡爹的儿子蔡红告诉记者：

“父母常年不回老家过年，每次除

夕打电话， 二老都在街道上清扫
保洁， 真把岳阳当成了自己的第
二故乡了。”

“既然选择这个职业，自然要把
它当作自家的事来干！ 越是逢年过
节，垃圾越多。春节期间，局领导带
领干部职工也都坚守岗位。”蔡爹好
自豪，“我不能回老家过年是有些遗
憾， 但听到市民和游客说岳阳现在
时时处处干净，我从心底里高兴，我
们环卫工人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
里！”

蔡友富的儿女们知道说不过父
母亲，但为了满足二老的心愿，他们
商量着一起来岳阳陪父母吃个团年
饭。 蔡爹的大女儿蔡阿莲说：“父母
说大年初九才有空， 所以今天全家
就都到齐了。”蔡友富感叹：“干自己
乐意的事情，天天都是过年，迟到的
团年饭一样香！”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田远斌

2月26日，是常德市商务局离
休干部、“新党员” 王祺胤99岁生
日。当天，常德市商务局退管处工
作人员来到她家， 为她送上生日
蛋糕和祝福。

王祺胤生于1916年2月， 她一
生坎坷，辗转多地，曾加入过人民
解放军四野战地服务团，担任过双
峰县妇联组织部长，在河南黄河冶
炼厂工作过， 后来到常德地区工
作。1954年， 她怀着对党的无限热
爱，鼓起勇气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
请书，但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没能
入党。她没有气馁，一直坚持不懈，
更加积极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从常德市商务局离休后，王祺
胤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
并多次表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她
一生的追求，至死不渝。平时，她乐
于助人，经常捐款捐物救助困难人
员。

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党
组织通过了王祺胤的入党申请。
当年，她以“常德市年龄最大的预
备党员”身份，被评为“常德市十
大新闻人物”，她将所得奖金悉数
拿出， 作为特殊党费交给了党组
织。

如今，99岁的王祺胤仍然思
维清晰、声音洪亮，她说：“我是一
个新党员，虽然年纪大了，但要以
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加强学习，努
力保持身体健康， 少给组织添麻
烦。”

促干部将责任“扛”在肩上
芦淞区纪监部门严格执纪监督问责

零陵区十大文娱活动闹新春

株洲超额完成省政府“一号重点
工程”年度目标任务

新化教师杨理新独守山村小学42个春秋

“迟到的团年饭一样香”

隆回3万农民工本地“淘金”

2月27日，涟源市桥头河镇珠璜村，村民免费领取桂花树苗，参加联村建绿义务植树活动。2012年起，
娄底市着力开展联村建绿，建设“秀美村庄”绿化行动。三年来，全市共建成237个“联村建绿”村、8个“秀
美示范村庄”、2441个“秀美村庄”，并完成绿色通道建设2958公里。 张扬 摄

让百姓家门前观看“春晚”

“校长、老师、父亲、保姆”一肩挑

环保执法
20分钟到场

“新党员”喜过99岁生日

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