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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郭军 冯丽萍 张礼文

7月24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杨村甸乡西岭
村，刚从长沙回家的村民李秀真，对前来看望慰
问的乡政府干部说：“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帮助
我们，我丈夫捐献器官帮助别人，是应该的!”

7月20日早上6时58分，在湘雅三医院施行了
一台特殊的器官捐献手术。年仅35岁的脑死亡患
者张保林，自愿无偿捐献自己的视网膜、肝脏、肾
脏。 逝者家人支持他以另一种形式感恩社会、实
现生命延续的故事，在冷水滩区广为传扬。

张保林是冷水滩区杨村甸乡西岭村村民，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家共7口人，张保林夫妻俩上
有年迈的双亲，下有3个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大的
10岁，最小的仅3岁。张保林是家中的顶梁柱，他

务工的收入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7月1日
晚，张保林在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一路口驾驶二
轮摩托车发生车祸，经当地医院抢救，虽然保住
了性命，但成了“植物人”。

7月2日晚， 张保林的父亲听闻儿子遭遇
车祸， 因悲痛过度不幸去世。 突如其来的变
故， 对这个举步维艰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
霜。 张保林的妻子李秀真多病缠身，2个月前
因肾结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花费1万多元。
张保林发生车祸后， 老父的安葬费都是亲戚
朋友凑的， 而张保林的医药费也是靠借钱和
好心人士的捐助。面对接踵而至的意外，这个
家再也无力承受张保林高昂的医疗费用。

杨村甸乡党委、 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
一时间赶赴张保林家中慰问， 并表示对3个未成
年的小孩上学和费用问题给予帮扶。同时，通过

多方联络，7月13日，省红十字会指派湘雅三医院
派出医疗救助专家组，远赴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
院，把张保林转移至湘雅三医院抢救。遗憾的是，
7月20日凌晨6时，张保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张保林的家人在悲痛中并没有忘记，在这
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一直默默帮助过他们的爱
心人士。为了感恩，也为了完成张保林生前的遗
愿，7月18日，张保林妻子李秀真经与家人商议，
在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下，在《人体器官志
愿捐献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李秀真在志
愿捐献书中这样写道：“在张保林生命无法延续
时，无偿捐献张保林的器官，供医学研究或留给
有需要的病人，也使得张保林的生命以另外的
方式延续，更以此来回报政府和社会的关怀，感
谢政府对我3个未成年小孩的资助，感谢社会各
界好心人士的厚爱！”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 戴鹏
通讯员 温钦仁）近日，醴陵市白兔潭镇荷田
村6名村干部因违规套取、 侵吞国家移民专
项资金17万余元被开除党籍，其涉嫌违法犯
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消息一
经传出，在当地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

这是株洲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加强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助力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株洲市纪检监
察系统针对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以高压态势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精准
监督护航精准扶贫。 市纪委专门组成扶贫
领域专项工作督查组， 由市纪委副书记带
队，到5个县（市）开展专项检查，了解情况，

传递压力，加强指导；特别是7月以来，组织
开展了“到扶贫一线去”专项行动，由市纪
委常委带队到5个县（市）扶贫一线开展监
督执纪问责。5个县（市）纪委也派出40多
个督导组，每周对脱贫工作进行督查，并将
督查情况定期通报。

截至目前，株洲市共发现“扶贫资金被
拔毛”“扶贫资金沉睡”“走读式扶贫”“数字
扶贫”等问题线索505件，立案255件，其中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1人、组织处理164人。
株洲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市
将继续开展“到扶贫一线去”专项行动，进一
步加大查处、问责、通报曝光等力度，以严明
的纪律为全市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潘志鹏

“89.2分，我考上了！谢谢叔叔们的帮
助。”近日，冷水江市工商质监局干部潘汉
波收到帮扶贫困户三尖镇三尖社区李海云
发来的微信。他开心地回复道：“祝贺你，经
受住了磨难，考上了理想的单位。”

前不久，潘汉波在走访帮扶贫困户李长
清一家时，得知其孙女李海云以笔试第2名的
成绩， 进入冷水江市第六中学教师公开招考
面试。 李海云向他吐露心声：“我是既高兴又
迷茫，进入面试很难得，一旦考上就能为家里
减轻负担；但从来没有面试经验，也没有参加
过系统培训，搞砸的概率很高，没有信心。”

李海云年幼时父亲意外去世， 母亲改
嫁， 她与弟弟和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为了拉扯两个娃娃，李爷爷每天清早
就要去山上放羊放牛， 奶奶则在家中操持
家务。去年，李海云在扶贫干部和好心人的
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

从小乖巧懂事的李海云希望就近找一
份工作，一来可以照顾爷爷奶奶，二来也能
辅导弟弟学习。通过刻苦努力，她获得了这
次面试机会。潘汉波等人广托朋友，请来两
位资深高级教师为李海云单独培训。

功夫不负“苦心”人。7月16日，冷水江市
阳光明媚， 李海云在面试中获得了高分，综
合成绩排名第一，即将成为一名高中教师。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邓联军

“在扶贫干部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一天天
好了起来。 现在全家收入已超过贫困标准，特
申请退出贫困户序列……”近日，芷江侗族自
治县公坪镇经管站站长余永江收到一份请他
转交镇政府扶贫工作站的申请书，申请人是他
的“穷亲戚”———公坪镇公坪社区居民杨学大。

“修了套毛坯砖房，欠下4万多元。”杨学
大身体不太好，女儿在读书，他和妻子还要赡
养体弱多病的年迈岳母。2014年，他家被评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余永江结对帮扶对象。

结对帮扶以来， 余永江隔三差五上门走
访，了解杨学大一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制定
帮扶措施。因考虑到杨学大家缺乏经济来源，
余永江介绍杨学大到高铁工地务工。

2015年，余永江又将杨学大“赋闲”在家的
女儿介绍到朋友那里上班。今年2月，在镇干部
推荐下，杨学大的妻子尹春莲到附近的一家泡
沫厂打工。“每月能赚1700多元，又在家门口上
班，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尹春莲很满意。

“去年一家收入就有4万多元。既然已脱
贫，就不该再戴这个‘贫困帽’了。”杨学大信
心满满地说，“我将靠自己的双手致富， 日子
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杨学大主动要求退出贫困户，靠自己双
手致富，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公坪镇党委书
记曹晓宁说。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刘立武 吴巍伟）近日，记者从华容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
该县已签约重大项目23个，本月底还将签约
20多个； 其中飞地招商项目已签约17个，拟
签约16个，预计合同引资将超30亿元。华容
县县长陶伟军信心满满地说，飞地招商引来
“金凤凰”， 已成为该县招商引资的重要举
措，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

今年，该县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着力增
强发展后劲，将飞地招商作为重要抓手。实
行各乡镇飞地招商项目集中入园挂牌管理
模式，配套出台了高“含金量”鼓励政策，实
行重点项目“一对一”服务，优先争取上级
扶持专项资金， 优先配置环境容量指标等

一系列优惠落地政策。
为凝聚飞地招商合力，该县聘请热心家乡

经济建设、有人脉资源的老干部为招商专员，从
各乡镇抽调精干力量担任招商专干，收集整理
重要乡友名册，积极联系乡友客商，上门招商
对接项目， 今年来跟踪上报项目有效转化率
达到80%。发掘乡友资源广邀招商顾问，目前
由乡友直接投资或由乡友介绍在该县投资的
项目，已达到全部项目总数的90%以上。

该县出台了与飞地招商项目落地乡镇
税收分成政策， 企业各项税费实行属地征
收，由“飞入地”财税部门负责征收，报县财
政部门备案， 飞地招商项目形成税收的县
级留成部分， 原则上全部返给引进项目的
乡镇，以带动全县飞地招商“大合唱”。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何斌）今日，永兴县文物部门在县
内太和乡漾下村发现一处呈巨大“厂”字形丹
霞石壁， 经考证为明代凿山水利工程———穿
眼迴。穿眼迴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兼具蓄水
和泄洪功能， 对现代水利设施建设及防汛抗
旱工程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这次发现的穿眼迴高20米、 长80余米，呈
“厂”字形。通过在山壁凿洞排水，使一个四五公
里长的山谷湖泊变成农田，造田100多亩。整个
工程构思精巧、设计合理、施工精细、功能齐全，
既能排涝，也能蓄水抗旱，还方便检修保养。依
据洞壁上“嘉靖”石刻字迹，这处水利工程最晚
成形于明代嘉靖年间，距今有近500年历史。

“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帮助我们，我丈夫捐献器官帮助别人，是应该的!”

感恩：以大爱的名义

华容飞地招商引来“金凤凰”
预计合同引资超30亿元

“生活一天天好了”

永兴发现明代凿山水利工程

穿眼迴:默默奉献500年

株洲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力度
今年来立案255件处理355人

“我考上了！”

7月24日，双峰县城东何家水库关闸（试）蓄水。该水库坐落于永丰镇何家村，是双峰县城抗旱
应急水源工程，于2015年5月启动建设，大坝长175.6米，总库容507.3万立方米。 乃继辉 摄

何家水库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