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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易利平

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在长沙市芙蓉区德政园社区， 人人都知

池娭毑。池娭毑名叫池凤英，今年70岁，是社
区家喻户晓的“热心肠”。退休15年来，她帮助
困难群体，化解邻里纠纷，义务为居民接送小
孩……社区居民都说：“有困难，找池娭毑，准
没错！”

5月4日，4月“湖南好人”评选结果揭晓，
池凤英榜上有名，获评为“助人为乐好人”。

创建“慈娭毑乘务岗”，
在为民服务的专列上争当乘务员

5月1日，是“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大家
都在休息，“慈娭毑乘务岗”的志愿者们，却没
有闲着，在社区巡逻。她们劝导店外经营者，
维护小区环境卫生，为居民排忧解难。

2012年，池凤英发起创建了一支以退休党
员、居民为主的志愿服务队，取名为“慈娭毑乘
务岗”。池凤英告诉记者，“慈”在长沙方言中与

“池”发音相似，也有慈祥、慈善的意思。
池娭毑带头在为民服务的专列上争当乘

务员，尽心尽力为居民服务。每周一、三、五，
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 在德政园社区
都会看到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 穿梭在
社区的大街小巷。

“慈娭毑乘务岗”创建前，池凤英已经做
了10年志愿者。2002年，她从长沙市糖酒副食
品公司退休。退休后无所事事，她感到非常失
落和孤独， 于是决定找一个合适的岗位继续
发挥余热。她参加了德政园社区的健身队，结
识了一帮快乐、乐于奉献的姐妹，早晨一起锻
炼身体，平时就做义工、献爱心。全新的生活，
让她找到了退休后的生活定位。

在姐妹们引导下， 她加入了社区党支部
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先后做过楼栋长、信
息员、平安义工。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张贴在

管辖的4栋楼里， 使132户人家有困难时能及
时找到她。很快她的电话就成了热线，居民家
的邻里纠纷、找保姆，甚至小孩受到惊吓都找
她。她从不推辞，有求必应。

“干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事，
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遇到困难，惯常的思维是，有困难，找警
察。而在德政园社区，却是有困难，找池娭毑。

住在德政园社区的童志伟， 夫妻分居两
地，他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上学的女儿。工作
一忙，就给池娭毑打电话，请她接女儿放学。
每年到母亲节这天， 童志伟都要请池娭毑出
去吃一顿饭。他对池娭毑说：“在我心里，您就
如我的母亲一样。”

社区居民卢娭毑，是“慈娭毑乘务岗”的
志愿者。 她丈夫因癌症去世， 儿子儿媳失业
后，准备开一家海鲜小吃店。池娭毑得知后，
发动志愿者帮他们找门面、办手续。在开业初
的几个月， 池娭毑每天带几名志愿者去剁辣
椒、洗虾子、收碗筷，帮助他们渡过了创业初
期的艰难。

有个外地来的“90后”，在社区租车库开
了小家电修理铺。由于车库没通自来水，想从
楼上接水管，几户人家都不同意。他通过一个
社区居民找到池娭毑请求帮助。 池娭毑和社
区物业公司协商，由物业接来水管，解决了修
理铺用水的问题。

有一次， 正在医院打吊针的池娭毑接到
一个电话，说社区居民因为停车发生纠纷。她
立即拔掉针头，坐摩的赶到社区处理。纠纷的
一方看到她带病出现， 转怒为笑感动地说：

“池娭毑来了，这事就算了，不追究了。”
“居民有事愿意对我说， 这是他们信任

我，我感到很欣慰。他们信任我，我就要对他
们负责，尽力把每件事做好。”池娭毑说，“干
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事， 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小事。”

始终保持微笑，
用对生活的乐观感染着身边人

2013年初，池凤英家遭遇重大变故，儿子
王翔创业失败，欠下巨额债务，婚姻破裂。
娘俩卖掉德政园社区的唯一一套住房还清
债务，在雨花区香樟路租房子住。生活一落
千丈。

祸不单行的是，2014年3月， 王翔在建筑
工地从架子上摔下， 造成股骨髋关节粉碎性
骨折，生活不能自理，且没有了收入，母子俩
仅靠池娭毑20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2015
年，他们搬到了芙蓉区东湖街道的公租房里。

连续遭遇挫折，许多人可能早已被击垮，
而年近古稀的池娭毑，默默承受生活的不幸，

“生活还要继续，只能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多
向前看。”

池娭毑仍然坚持每周一至周五乘公交车
到德政园社区做义工。每逢执勤，她早晨6时
前就起床，给儿子端屎倒尿，烧茶做饭，准备
好早餐和午餐。出门后步行15分钟，再坐半个
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德政园社区。群众有什么
难事急事找她，她仍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她
始终保持微笑， 用对生活的乐观感染着身边
的人。

在池娭毑感染下，“慈娭毑乘务岗” 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加入，由最初的11人
增加到现在的140人。5年来，全体志愿者义务
工时达16639小时， 池凤英个人志愿服务达到
2158小时。有几位志愿者和她一样，已经搬离
德政园社区，但是轮到执勤的时候，都准时赶到
德政园。“他们对这个团队的感情，让我很感动，
激励我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池娭毑说。

“池姐姐对所有人都是一颗真心，无论谁
有困难，都是热心相助。谁家有纠纷，她去调
解，总是让大家心服口服。家里出了变故，还是
一如既往做义工。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德
政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夏柳青感慨地说。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陈卓韬）记者昨日从永州市纪委获悉，该市
教育局原党组成员、 原副局长滕永兴涉嫌
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滕永兴先后在零陵地区教委、 永州市

教委工作，历任计财科副科长、科长、助理
调研员，2002年11月起任永州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期间曾任永州电大党委书
记（正处级），2016年8月被免去永州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郭海红

参加工作时间只有10年， 得到过她帮助
的人却有100多人。

工资不高， 她对贫困孩子和困难老人却
从不吝啬。

刚刚30岁出头，却获得了“湖南省雷锋
式巾帼志愿者”“湖南青年五四奖章”等多种
荣誉。

她叫梁菲， 是永州市冷水滩区教育局的
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7个孩子叫她“姐姐”
“姐姐，这次英语口语比赛我获得了第3

名！” 5月3日，在长沙读师范的欣欣给梁菲打
来电话。

家住宁远县太平镇新下塘村的贫困女生
欣欣，每过几天都要与梁菲通电话。

“我与欣欣有5年多姐妹感情了。” 梁菲
说。今年18岁的欣欣，因为梁菲的帮助考上大
学，目前已读大三。

现在，每到周末，梁菲常常跟潘小兰、潘
路花姐妹在一起。

2015年初， 在宁远县工作的梁菲考入冷
水滩区教育局工作。

一次下乡， 梁菲得知伊塘
镇孟公山村潘月秋一家生活困
难。潘月秋患双肾衰竭等疾病，
妻子患心脏病，儿子脑瘫，女儿
潘小兰、潘路花读小学，一家靠
低保生活。

在潘家， 看到潘月秋卧病
在床，孩子们衣服破烂，家里一
贫如洗， 梁菲决定帮助潘月秋
一家。

回局里后，她找区总工会、
妇联等单位争取到6600元帮
扶资金。之后，又帮助他两个女
儿申请到5000元助学款。还自
掏资金3000多元给潘家买药、
农资等。

每次到潘家， 她都给姐
妹俩买文具、鞋子 、衣服等 ，

帮助补习功课。周末，梁菲开车带她们到城
里逛书店、游公园。梁菲成了姐妹俩的“亲
姐姐”。

幼年丧父的宁雯、刘佳敏，家庭贫困的欧
阳玲、郑珂强等，都得到了梁菲的帮助，把梁
菲当成“亲姐姐”的贫困孩子有7人。

把钟婆婆当“亲奶奶”
“奶奶，我来看你了!”
今年清明节，梁菲回老家宁远时，特地来

到钟婆婆坟前为她扫墓。
说起钟婆婆，梁菲依然满怀深情。
2010年2月，梁菲和同事到宁远县水市镇

村尾村见到， 一人独居的钟老婆婆患有心脏
病等多种疾病，生活艰难。

来到老人的“家”，昏暗破旧的土坯房，墙
上到处是裂缝，青苔爬满墙角。由于下雨，屋
里积水成洼。

“我要把钟婆婆照顾好!”梁菲心里想。
第二天，梁菲请人为钟婆婆翻瓦补漏，请

电工接通了电。电灯发光那一刻，钟婆婆像孩
子般高兴。

之后的每个双休日， 梁菲骑上摩托车去
钟婆婆家，给她买肉，买水果，为她梳头、洗衣
服、洗澡。

去年， 钟婆婆去世， 梁菲在妈妈的帮助
下，与村民一起，为她举办了葬礼。

“帮助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梁菲常常
对她的亲人和朋友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程宏周 熊辉

近日，一场聚焦扶贫领域、护航脱贫攻
坚之战，在永顺县悄然上演。

该县纪委监察局联动全县105名纪检
监察干部组成23个监督检查组，深入23个
乡镇的71个精准扶贫村，开展监督检查专
项行动。

永顺县是精准扶贫大县， 有精准扶贫
村140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2万余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15.1%。 这些贫困人口绝大
多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
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滞后的边远村寨。

2月以来， 永顺县各单位和职能部门
严格落实精准扶贫工作要求， 紧紧抓住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主动
作为，自查自纠。23个乡镇纪委牵头，对本
乡镇扶贫领域项目、 资金管理使用以及驻
村扶贫干部工作开展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摸底，县财政局对23个乡镇进行财务大清
查， 深入查找扶贫领域存在的各类问题和
问题线索。

为挖掘有价值的问题， 该县注重从群
众投诉举报中收集问题线索，对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贪污挪用、监管不力等行为进行
重点核查，地毯式摸排问题线索。同时，建
立“重点问题”线索台账，实施“项目化”编
号管理，定期调度销号，确保扶贫领域各
类问题线索不积压、不遗漏。根据贫困户
花名册，各组还随机抽取暗访，共发现问
题线索112起，迅速调查核实，并依纪依
规严肃处理。

永顺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吴刚介绍，
到目前，永顺县共立案37起发生在群众身
边“四风”和腐败问题案件，其中查处违规
违纪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17人，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1人， 挽回经济损失109.85万元，
有效确保了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随着松柏镇龙须居委会原村书记符辰
双、 原主任向仍林挪用居委会生态公益林
补贴资金案， 县财政局综改办干部张顺套
取“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案，首车镇党
委原委员、副镇长候选人张文建挪用、虚报
冒领移民避险解困搬迁资金和扶贫款案等
案件的通报曝光， 全县干部受到了强烈的
震慑。“脱贫攻坚的任务在哪里， 监督执纪
问责就跟进到哪里。”谈到纪检监察机关对
脱贫攻坚的护航，吴刚说。

从严治党在路上

精准监督，助力精准扶贫

�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廖成伟）今天上午，共青团湖南省
委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暨机关开放日活
动在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多功能厅举行。第
十六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代表、“湖南省
优秀共青团员”代表及部分优秀青年代表、
团省委机关干部等共60余人进行了现场
参观, 了解湖南青年运动历史和目前湖南
省团建工作情况。

团员青年代表集中参观了湖南青运
史馆和团省委机关办公场所， 与团省委机
关干部进行了互动交流， 熟悉团省委机关

部门设置和工作职能，了解了团的历史、团
的基本情况和团的主要工作。 活动期间还
召开了座谈会，省委办公厅干部罗琴、长沙
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团工委书记邓玉冰、湖南
创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谋清、湖南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郴州支队宜章大队
大队长刘毅刚、水电八局职工赵亮、湖南大
学学生言孟也6人作代表发言， 大家结合自
身行业和所在岗位分享了各自的成长经历，
围绕如何结合深入推进从严治团，密切联系
团员青年，促进团员青年参与团的工作等内
容为湖南共青团的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

团省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
暨机关开放日活动

�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立伟）今天上午，湖南（长沙）第
二届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在长沙
启动，通过趣味竞赛的形式倡导文明行车、
做文明市民。

百日零违法挑战赛是长沙市文明办、
长沙公安交警、 金鹰955电台等在全国率
先发起的大型交通文明公益行动。 活动采
用“零容忍”法则，在100天的竞赛期内，参
赛车辆一旦出现了违法行为， 就立即被淘
汰。本届挑战赛，已有34771位车主成功报

名参赛，新增团队挑战模式，有近300支来
自长沙市直各机关的队伍参加。

据介绍， 坚持100天交通零违法的车
主， 将有机会获得3万元黄金大奖、1吨汽
油、1年汽车保险和境外双人游等大奖。活
动还设置了“不文明随手拍”“文明行车知识
问答”等全民参与的活动，号召大家提升安
全意识，做文明市民，当文明司机。

据悉， 目前长沙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00多万辆。2016年首届百日零违法挑战赛
期间，长沙市区交通违法行为同比减少25%。

做文明市民 当文明司机

第二届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启动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江明亮 肖畅）今天，随着湘潭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走上舞台，翻开一
本由3D视觉特效打造的书卷，“春天的声
音”———青春聆听会暨“书香湘潭”全民阅
读活动拉开帷幕。

活动伊始，响起轻盈欢快的《春之声》
圆舞曲。随后，伴着悠扬的钢琴声，朱自清
的《春》、吴光辉的《爱垂青史》、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等经典作品被朗读者娓娓道
来，体现“更新”“相思”“希望”3大主题。活

动期间， 还穿插表达青年代表以及青年志
愿者对美的理解、对爱的感悟，以及对建设
“伟人故里、大美湘潭”美好愿景的期待。诗
与乐相和、书与琴相伴、情与梦相生，让这
场青春盛宴震撼人心。

“春风浩浩诗书香”。据了解，湘潭举办
此次“春天的声音”青春聆听会，旨在厚植
知识文化，汲取知识养分，品味悠远书香，
传递阅读力量，用灵魂、精神、行动与知识、
文化、文明对话，让全民阅读如春风细雨浸
润湘潭。

湘潭举办“春天的声音”青春聆听会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前峰 徐卫香）“不发烟、不拉票、不贿选，
今年的选举公开公平， 我们心里都很亮堂
呀。”昨日，说起不久前在社区党组织换届
选举党员大会上投下的神圣一票，长沙市
望城区高塘岭街道西塘街社区党员刘验
云感受最深的，是换届风气的大变化。自3
月启动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以来，望
城区建立风气监督、选情直报、风险和问题
线索排查“全程纪实”机制，有效确保了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可追溯、可倒查、可追责。

在实际操作中，望城区纪委专门印制
《换届风气监督纪实手册》，做到人手一册，
每轮巡回督查做了什么工作、见了哪些人、
谈了什么话、收到什么反映，都如实记录在
案。 换届结束后， 纪实手册交由区纪委保
管。同时，建立选举工作推进情况进度表、
工作动态表及信访举报台账、网络舆情台
账，坚持“每日一碰头、每周一调度、每周一
通报”，确保相关舆情有据可查。对因履职

不力等导致反映问题不及时、 不真实造成
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责任。此外，运用专
项巡察、信访举报排查、职能部门摸排、纪
检监察片区联动排查、 财务清理和经济责
任审计排查、明察暗访等6种方式，紧盯侵
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线索，联合组织部、政法
委、信访局等部门分析研判风险，切实加强
风险防控。

“换届工作进展到哪里，监督触角就延
伸到哪里。”望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
国良表示，换届启动以来，区级巡回督查组
分赴村（社区）换届现场，开展督查16次，暗
访3次，发现问题9个，逐一列出“问题清单”
集中交办落实；全区有51名现任“两委”成
员因违反“九种情形”、财务审计等问题被
取消候选人资格； 共受理信访举报和网络
舆情11起，澄清7起失实举报，查处1起违
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目前，望城区128个
村（社区） 党组织换届工作全部完成，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正有序推进。

“全程纪实”监督村级换届风气
望城区完成128个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

永州市教育局原副局长滕永兴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有困难，找池 ”
———长沙市德政园社区志愿者池凤英的故事

老百姓的故事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女青年梁菲“结穷亲”记

5月4日， 志愿者上门为
老人检查身体。 当天是“五
四”青年节，长沙市开福区文
昌阁社区联合长沙仁爱医院
等单位，开展“庆‘五四’关爱
老人进社区”活动，组织志愿
者青年走进社区， 为老年人
提供心理咨询、 保健义诊和
陪老人聊天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陈利霞 摄影报道

庆“五四”
关爱老人进社区

埃奶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