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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张少林参加工作第 35
个年头，先后 10 多次被评为市区
各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优秀公务员。

“书记跟我们亲人一样，他说
的事我们服。 ” 街道经济发展项
目、社区居民安置拆迁、家庭邻里
扯皮纠纷……张少林都不厌其烦
地出现在各种“第一现场”。 他主
动将印有自己电话号码的“便民
卡” 送发到街道范围内各小区居
民群众中。 在新园社区居民陈柱
生的手机里， 张少林的手机号被
列入了亲人组别。 不管家中大小
事，有任何问题和困难，陈柱生第
一时间想到的是张书记这位亲
人。

张少林说：“做群众工作不能

停留在说教上， 而是应该从心出
发。 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就对你
有多亲！ ”

为了规划好街道经济发展，
他充分提供优商重企的优惠政
策， 使街道从最初年财税收入几
百万元的薄弱街区蜕变成为年财
税收入过亿元的经济强街。 为了
推进城镇化建设，他跑上跑下，安
置农民 2700 余人，建设 134 栋安
置房， 确保了村民转居民基本生
活得到有效保障。

在桂花坪的辛勤工作， 张少
林换来的是群众的理解和配合。
辖区街道连续 8 年被评为市、区
红旗街道。 2013 年全市组织的社
会治安公众满意度测评中， 全年
名列全区第一。

有人说， 城管是中国最难端
的饭碗。 而在唐洪胜看来，如果说
难，难就难在你不够“近”，离工作
职守不够近， 离底层的老百姓不
够近。

“同事们笑称我的车尾箱里
有四件‘宝’：火钳、手套、铲子和
垃圾袋。 ”唐洪胜说“把办公室搬
到街头，这样就近多了。 ”，他确实
也是这样做的， 每年休假不到十
天，是城管局出勤最多，加班也最
多的工作人员。 他坚持每天上街
巡查、指导、督促中队管理街面，
常常自己动手捡垃圾、 清杂草、
铲“牛皮癣”， 由于长期在街头，
大部分摊贩、 门店老板、 环卫工
人都认识他。

对于上门办事的老百姓， 他
强力推行网上办理、 限时办结，
使得审批效率提高 50%以上； 他
带头深入社区走访群众， 先后建
立水果摊担疏导区 10 个、 夜宵
疏导区 1 个， 解决油烟污染、 噪
声扰民问题， 也解决了近千名困
难群众的就业问题。

他实施的“最严城管令”，
组织开展了市容市貌“雷霆行
动”、 “兵团式执法”、 “百日攻
坚” 大行动， 2014 年 5 月至今，
对 1500 人次乱扔垃圾行为实行
50 元的“最严处罚”， 在这一系
列的整改后， 细心的市民发现，
摊点规范了， 街道干净了， 城市
变美了。

说到“精神病人”，很多人
会选择避而远之，纤巧瘦弱的
唐江萍， 却毅然选择走近他
们， 关爱他们。 今年 56 岁的
她，陪伴这样一群人已整整 35
年，不离不弃。

1981 年，22 岁的唐江萍
被分配到湖南零陵地区精神
病医院。 35 年来，她挨过无理
取闹的辱骂、 莫名其妙的殴
打，身上常有皮肤破损和各种
淤伤。 她有很多调任综合医院
或其他工作岗位的机会，但她
还是一次次拒绝了。

“一名怀孕的河南籍流浪
精神病患者娟子，当时她严重
腹泻、浑身脏臭，哭闹不止，我
马上帮她清洗、诊治。 ”唐玉萍

说，“考虑到吃西药对胎儿不
好， 我开了温和的中药处方，
下班后要步行 8 公里才买得
到中药， 幸得一帖一帖喝下
去，娟子的腹泻治好了，孩子
也健康平安地出生了。

2002 年 6 月， 唐江萍临
危受命担任长沙市精神病医
院院长。 福利院业务快速拓
展，已从单一的精神病人收容
收治中心， 成为了精神卫生、
老年呵护、自愿戒毒三大业务
并行的综合型福利院，住院对
象从最初的 200 余人增至
1600 余人 , 福利院收入从
2002 年的 470 万元到如今
“破亿”，并开办了国内首家获
国际认证的精神康复会所。

2005 年，梅国栋从部队转
业到长沙市委政法委， 就一直
负责维稳工作至今。 十年如一
日， 他调度处理各类不稳定信
息 18000 余条，防范化解各类
群体性不稳定问题 1500 余
个， 稳妥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
5000 余起。

他说，“把群众当亲人，就
是我的工作方法。”维稳问题的
处理往往与民生问题和群众诉
求息息相关，他坚持“情况在一
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感情
在一线融洽”，反复沟通了解群
众诉求、 换位思考真正理解群
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

原湖南省华云机器厂、窑
岭新村宿舍楼危房改造、保利

国际广场等一些群众利益不
稳问题， 经过他的妥善调处
后，都得到了当事群众的理解
和支持。

365 天 24 小时全天候处
理各类突出和突发不稳定问
题，十年时间里他写下了近 30
本工作记录，全部详细记载着
化解处置不稳定问题和群体
性事件的点点滴滴。2007 年春
节期间工作记录显示，7 天休
假时间内有 3 天在处置群体
性事件，大年初三还在处置非
法营运致大批旅客滞留长沙
事件， 其间 80 高龄老母亲在
老家病重，由于他正处置不稳
定事件，只能电话委托亲人将
老母亲送医院救治。

一般技术人员、 机电股
长、设计室副主任、工程股长、
副局长... 这一干就是 32 年。
记者发现，因冠心病、心绞痛，
他随身带着两种药，一种天天
吃的保命丸，一种紧急情况用
的救命药。可 32 年来，他还是
坚持冲在第一线，走遍了全县
每一个行政村和每一处骨干
水务工程， 直接参与重点水
闸、水库和重要供水工程等骨
干水利项目建设 30 余处，成
功处置重要防汛隐患 100 余
例。

工程安全是他关注的重
中之重，他说：“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安全是实现目标的基本
保证。 水务工程质量安全必须
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 ”
桐仁桥水库白蚁洞险情、红旗
水库穿堤排污干管漏水……

哪里有难重险情，哪里就有胡
立忠。长沙县 167 座上型水库
除险加固、400 余公里农村安
全饮水主管网、210 公里生态
河道治理等工地，处处留下了
他的身影。

近年来，长沙县水务局在
胡立忠的带领下，科学编制了
《长沙县城乡一体化供水规
划》等 10 多个专项规划；推进
水利“五项改革”，完成水利建
设投入近 40 亿元； 率先在全
省完成全县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 提质改造防洪大堤 75 公
里， 建设大型生态湿地 5 处；
农村自来水实现“镇镇通”，解
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数 26.65
万人……水权水价改革获国
家发改委、 水利部等 4 部委
“全国首创、全国唯一、值得推
广”的高度肯定。

没有惊天动地， 没有轰
轰烈烈， 但刘要军用实干在
基层干部中树立了标杆，得
到了残疾人朋友的支持和理
解。

2001 年，刘要军因公车
祸负伤， 被鉴定为乙等二级
伤残和肢体残疾四级， 面对
伤病的长期折磨， 他坚持以
一种十分快乐、感恩、积极的
心态工作。

调到残联， 他就带头深
入调研，足迹踏遍全县 33 个
乡镇的绝大部分村（社区）。
2012 年 8 月， 县残联开展了

“真实的了解， 真挚的关爱”
大走访活动， 刘要军冒着近
40℃的高温， 拖着病腿一天
内走访了 3 个乡镇 7 个村的
40 户残疾人家庭， 从早晨 7
时多一直忙到晚上 9 时多。
在回家的路上， 病腿实在痛
得不行了， 他便在半路上找

一家医院换药敷药。 大家都
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他又开始了新的走访。 短短
半年时间， 他走访了 800 多
户残疾人家庭， 解决了残疾
人矛盾和困难 40 多起。

2012 年农历二十九， 他
得知黄材镇一名残疾人梁某
某因车祸失去儿子， 他立即
带着班子成员到梁某某家陪
他过大年三十， 使他走出悲
伤。

在他的积极协调推动下，
共向上争取资金 4000 万元；
培训残疾人 2800 人次； 扶
持残疾人创业 380 多名； 新
增残疾人就业 700 人次。 他
说： “残疾人朋友最需要关
怀， 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
情， 带着一份责任去帮助他
们。” 在大量残疾人朋友眼
中， 他就是娘家人， 就是贴
心人。

1991 年参加工作的吕凯兴，
先后在望城区林业局、格塘镇、区
委办、区纪委任职，他说，群众到
处是灿烂的笑脸， 这就是基层干
部最大的幸福。

2012 年 12 月， 吕凯兴到乌
山镇当党委书记。 乌山创业富民
园———这个由乡镇自办的园区正
面临工业用地不足， 建设资金缺
乏，基础配套薄弱，社情民意复杂
的矛盾，发展进入困境。

他不辞劳苦，积极协调，走访
38 户拆迁群众，带头推行脚步丈
量工作法破解征拆难题， 当他听
说园区企业建设环境不优时，他
立即组织深入 28 家企业，共走访
收集 32 个问题，每个问题专人负
责，一个月内全部解决。

三年时间，园区破茧成蝶，开
发面积 1500 多亩， 引进企业 28

家， 工业总产值从 4.5 亿元增长
到 22 亿元，财税收入从 190 万元
攀升至 4000 万元， 新增农民工
就业 3400 人。

随着园区的突围成功， 乌山
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他又大胆
提出万亩生态农庄的基地规划，
让乌山镇率先成为长沙家庭农场
示范点。

近三年， 乌山镇铺开大大小
小项目 100 多个， 投资金额达 2
亿多元。 吕凯兴率先在全镇推行

“制度 + 科技 + 文化” 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镇、村、二级机构 200
元以上的开支一律附详单实行内
网公开。两年时间不到，全镇非生
产性开支缩减 42.8%。 2014 年
度， 乌山镇以德能勤绩廉全优的
成绩，获得望城区“狮子型团队”、

“五好班子”荣誉称号。

何华清，1989 年参加工作，
一直是刑侦队的办案尖兵， 多次
获得湖南省办案能手称号，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9 年至
今担任雷锋派出所所长职务。

刑警出身的所长何华清说：
“雷锋派出所是一块金字招牌，任
职雷锋故乡，是一种荣誉，但更多
的是责任。 我们每天都在想如何
擦亮雷锋这块招牌。 ”

2010 年刚开始，何华清“请”
了一尊雷锋的雕像， 立在派出所
院子中间，对着大门。守望雷锋与
公安干警的工作相结合， 派出所
开通了 24 小时值班的“雷锋故里
警察服务热线”，接待窗口 365 天
都开启服务。

通过这个热线， 解决了老百
姓很多烦心事。 2012 年春节前的
一天，已是凌晨 2 时，值班民警接
到群众求助： 一名男子送亲人到
医院急诊， 在雷锋镇农村合作银
行取钱时，银行卡被柜员机“吞”

了，急得团团转。何华清得知迅速
赶到现场， 联系银行的值班工作
人员，忙乎了两个多小时。取到钱
后， 求助者拉着何华清的手说：

“今天晚上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派
出所的电话是唯一有人接听的，
还是民警靠得住。 ”

他坚持以“学雷锋”的方式融
洽警民关系。深入辖区走访慰问。
得知农村地区的孤寡老人来派出
所办事路途遥远，腿脚不方便，他
便利用休息时间与户籍民警一道
走村串户， 将办好的身份证送到
群众的手中， 为未办理的孤寡老
人和留守儿童现场照相。

2013 年来，全所共帮扶留守
儿童 200 余人，走访、慰问失聪、
孤寡老人 100 余人。 通过几年的
工作覆盖， 让群众无不感受到雷
锋就在身边，雷锋就在眼前。连续
5 年实现命案零发生、 火灾零发
生，连续多年队伍零违纪、执法零
过错、服务零投诉。

唐江萍 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

吕凯兴 望城区乌山镇党委书记
(右一)

梅国栋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维
稳办主任

何华清 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雷锋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胡立忠 长沙县水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右一）

唐洪胜 浏阳市城市管理和行
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中）

刘要军 宁乡县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理事长（右一）

张少林 天心区桂花坪街道工委
书记（右一）

35 年———
选择与坚守

30 本工作记录———
见证为民服务点点滴滴

救命药———
32 年风雨兼程随身带

“娘家人”———
拖着病腿走遍 33 个乡镇

“狮子型”———
闯出一条创业富民路

“民警靠得住”———
擦亮“雷锋”金字招牌

最难端的饭碗———
把办公室搬到街头的城管局长

“亲人”———
离群众多近，群众对你多亲

“35 年任打任骂，唐江萍却对精神病人不离不弃。 自
己带着钳子手套常在路边捡垃圾，街头商贩都认得这是
城管局长唐洪胜....”7 月 8 日起， 长沙市践行 “三严三
实”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各区县陆续举行, 其中涌现了 8
位优秀的“书记”代表，用他们质朴感人的故事，赢得了
现场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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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何晓芳 陈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