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曹红 袁杰伟

双峰县梓门桥镇新犀村67岁的五保
老人王楚松省吃俭用，12年来捐款20000
多元资助贫困家庭。8月8日， 面对记者的
采访，他说：“我这是在还‘爱心债’。”

原来，王楚松早年失去父母，有4个
姐姐和1个弟弟。弟弟结婚后，生有3个女
儿。不幸的是，弟媳和弟弟相继离世，此
时，3个女儿中最大的只有9岁，最小的仅
3岁多。于是，尚未结婚的王楚松毅然挑
起了抚养3个侄女的重任，并终身未娶。

为了养家糊口， 王楚松每天起早贪
黑。除了耕田、喂猪，承包鱼塘，他拖过板
车，挑过红砖，下过煤窑，做过藕煤……
辛辛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尽管如此，还
是入不敷出。3个侄女是在好心人帮助下

完成的学业， 这让善良的王楚松铭记于
心。他对3个侄女说：“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好心人的这笔‘爱心债’，我们一定
要还！”

于是， 王楚松把每一笔爱心款都记
在账上， 记在心里。 等到侄女们长大成
人，一家人开始松口气时，王楚松开始考
虑偿还“爱心债”。

2006年10月，王楚松从当地媒体看
到双峰县杏子铺镇斗盐中学初二学生肖
某患骨癌，父母举债四处求医后，他拿着
侄女给他治病的1000元钱，步行10多公
里山路，送到肖家。2015年8月，双峰县梓
门桥镇南山坝村彭某的小孩患病， 无钱
医治。王楚松得知后，揣上2000元钱，顶
着烈日往南山坝走， 却遇到了修拦河大
坝，只好打电话约彭某过坝来取。接过钱
后，彭某感动得热泪盈眶。

打开王楚松的爱心抽屉， 记者被那
一张张或发黄的、 或崭新的汇款单感动
了。这些，可都是他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爱
心款。粗略一算，共有20000多元。

其实，王楚松生活一直不宽裕，一年
到头难得吃几回荤菜， 房子还是上世纪
90年代初建的，算得上值钱的电器就是1
台老式电视机和1台风扇。 尽管如此，王
楚松从来不向政府提要求， 反而为公益
事业慷慨解囊。村里硬化村级公路，他带
头捐出2000元。

不久前， 娄底市商务粮食局驻新犀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谢中文了解到王楚松
的情况后，深受感动。向单位和镇里汇报
后，工作队启动了对王楚松的旧房改造，
为他的房子粉刷内外墙壁，修缮门窗，改
造电路，硬化进出道路。大家的帮扶，也
让王楚松的老年生活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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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宋蔚 姜蔚）“你给我介绍的保洁工
作， 除了‘三金’ 等支出， 每月还能余下
1000多元。”8月5日，平江县虹桥镇大青石
村贫困户童燕军，对第三次上门探望他的
城陵矶新港区扶贫干部刘伟平说。自岳阳
“五区”打响平江扶贫攻坚战后，刘伟平就
与童燕军结“对子”，介绍他到镇上企业担
任保洁员，让他有了稳定收入。

今年2月，岳阳市委、市政府决定由
岳阳楼区、云溪区、经开区、城陵矶新港

区和南湖新区对口帮扶老区平江县，每
区帮扶1个乡镇， 并负责1个深度贫困村
的摘帽工作。通过进村摸底交流，“五区”
制订了详实的工作方案， 各区驻村工作
队实行专职专岗， 安排干部与1130户贫
困户结成“对子”。

“五区”都把增强贫困乡镇、贫困户
“造血功能”当作首攻任务。云溪区支持
龙门镇福寿村贫困户养殖黑山羊、黄牛、
山地鸡和野山鸡、土猪1.1万头（羽），开垦
300亩坡地栽种黄栀子、猕猴桃等经济作

物。岳阳楼区采取帮扶与奖励并行、先进
带动后进的办法， 支持三墩乡汇龙村贫
困户饲养家禽5000羽，黑山羊、生猪、牛
共720头， 并帮村里建了光伏发电站。南
湖新区联合平江县文广局与加义镇共同
出资120万元，修缮咏生村原苏维埃革命
旧址，收集革命文物，开展“重返咏生
村”主题旅游活动，让农户参与旅游经
营从中受益。城陵矶新港区安排愿意外
出务工的大青石村村民就业，其余村民
加入由港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合

作社。岳阳经开区投资100多万元，改善
南江镇4所村小学教学硬件，并由辖内北
港等4所小学分别对口帮扶1所学校。

5个月来，“五区”投入平江的帮扶资
金均超过了300万元，今年预计能帮平江
实现2114人脱贫。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刘澜 肖畅）“现在可方便了， 近两米宽
的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8月初，提起
身边的喜人变化，湘潭高新区双马街道法
华村、建设村等村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

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五保
供养标准，加大落实城乡统筹力度，发放
农村低保金142.7085万元； 资助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开展合作医疗401人次，发放
4.812万元； 为全区890名贫困人口购买

了贫困家庭综合保障保险……今年，湘
潭高新区继续深入实施包括精准脱贫、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等8项行动在内的基
层党建“连心惠民”工程。

其中，精准脱贫行动明确，继续实施
群众增收工程、素质扶贫工程、兜底保障
工程、基础扶贫工程，同时开展“百企联
百村、脱贫奔小康”“岗位技能送上门、就
业服务下基层”“送医送药送健康、 义诊
进乡村”等5大帮扶活动，集中力量做好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
同时，为了改善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

件，湘潭高新区投入数亿元，超任务完成了
637套住房的安置区建设； 为了给孩子争
取更好的读书环境，湘潭高新区投资4.5
亿元， 建起了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
将于今年9月开学投用； 为助力和谐高
新、 平安高新建设， 湘潭高新区斥资
6000余万元打造“天网工程”，计划在已
有278个监控摄像头的基础上， 再给园

区企业、小区和主要路口等处新增1000多
个摄像头。此外，该区还筹划与天士力合作
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医院， 解决百姓“看病
难”的问题。

打响平江扶贫攻坚战

基层党建“连心惠民”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温钦仁）“派
驻纪检机构是纪委的手脚和耳目，履行监督专责，实现党
内监督‘无盲区’。”今天，株洲市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工作
会议上， 该市纪委向新设立的26家派驻纪检组进行了授
牌，派驻机构开始正式履新履职。这标志着株洲市纪委派
驻机构设置已经完成，派驻机构全覆盖工作全面实施。

纪委派出机构改革， 是株洲市纪律检查改革的重要
内容。今年年初，株洲市成立了市纪委派出机构改革领导
小组，7月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市纪委派驻纪检机构建设
的意见》， 对株洲市纪委原有的61个派驻机构进行调整：
撤销8家市纪委派驻纪检组、8家市监察局派驻纪检机构，
不再保留17家原有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等单位本级内设
纪检监察机构， 最终只设立26个派驻纪检组负责综合监
督77个市直属单位。

据悉，此次株洲市纪委派出机构改革，将派驻机构与
驻在单位脱钩，归口设置综合派驻机构，由株洲市纪委对
派驻机构干部的业务、干部、编制、职数、绩效、党组织关
系、工会关系、工资人事关系等方面直接管理，这是一个根
本性的变化，不仅实现了派驻全覆盖，也进一步增强监督
的权威， 为推动市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再上新台阶，注入了“一股新能量”。株洲市也实
现了党内监督无禁区、无特区、无盲区。

党内监督不留“盲区”
株洲市实现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王文）6月底的暴雨洪涝灾
害，使长沙市新增了不少农村危房。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住
建委获悉，2017年长沙市将农村危房改造与因灾毁损农
房重建和精准扶贫相结合， 重点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保户、 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
点对象的农村危房改造。

据市住建委村镇建设处负责人介绍，今年2月至4月，
长沙市住建委组织各区县（市）对存量农村危房进行摸底
核查,结果显示该市有4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近9000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危房户2300多户（不含长沙县）。今年汛
期，长沙市遭遇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受洪涝灾害影响，
又新增农村危房8000多户，其中因灾受损新增4类重点对
象农村危房1600多户。目前，该市累计还有4类重点对象
危房10000多户。因灾受损新增危房给长沙市危房改造带
来了很大压力。

今年以来， 该市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专项扶贫。据
该负责人介绍，4月， 市住建委已将5400户第一批农村危
房改造指标任务分解下达至长望浏宁4区县（市），其中重
点援建2100户， 主要支持建档立卡贫困危房户实施危房
改造；一般援建3300户。截至7月，长沙市已动工5137户，
已竣工1791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动工2913户，已竣
工1615户。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刘洪文 记者 戴鹏）中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地理中国》栏目近日播出炎陵专题片
《寻找断肠草》上下集，聚焦炎陵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全方位展示炎陵秀美的自然景观、悠久的炎帝
文化和客家文化。据悉，《地理中国》栏目组于去年9月份走
进炎陵，以“神农尝百草”为线索，围绕该县旖旎的自然风
光、多样的生物物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底蕴深厚的民
俗文化，揭秘神农谷的发现过程、保护和发展现状。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8月
7日上午，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工地上人头攒动， 区委书记唐烨宣布安置工程全面启
动。该区梳子铺、邮亭圩、水口山、富家桥、接履桥5个乡镇
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也于同日开工。至此，零陵区
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9个集中安置点全面开工建设，其中
3个已基本完工。 该区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372
户，春节前，所有搬迁对象将全部搬进新居。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路文）国学商道，两岸情深。今
日，2017两岸婚姻家庭子女财商夏令营
在怀化市洪江古商城开营。24名来自大
陆和台湾的青少年将通过9晚10天的活
动，培养就业创业意识，学习国学商道精
粹，增进两岸亲情友情。

这次活动由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
会主办，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怀化市台办、 怀化市洪江区管委会联
合承办。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副主任杨文涛表示， 希望孩子们多交
朋友，多学本事，锻炼大胸怀，将来能
有大作为。

洪江古商城景区运营中心主任杨治
介绍，财商夏令营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
为第三届。 该活动采用的是研学旅游开
放式学习模式，通过寓教于游、寓学于行
的教育方式， 让青少年的知识体系更完
善、视野更开阔、境界更高远，在历史文
化的滋养中锻造品格。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大叔，我们来看您啦！”今日上午，双牌
县住房公积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米、
油等送到该县塘底乡珍珠村贫困户蒋志
生家中。前段时间，蒋志生家在洪灾中受
损严重。8月7日，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手机App发布了贫

困需求。 该县住房公积金办公室的干部
职工看到信息后，立即进行爱心对接。

今年以来， 永州市大力创新社会扶
贫方式， 积极推动中国社会扶贫网在永
州推进。到目前，全市下载、注册社会扶
贫网手机客户端贫困户8.3万人、爱心人
士14.39万人。贫困户发起贫困需求16.72

万个， 爱心人士主动爱心对接7.4万次，
对接成功率44.44%。 由爱心人士主动发
起爱心捐赠41829起， 贫困人口对接
34082人次，对接成功率81.48%。全市注
册用户数、 需求发布数和爱心对接成功
率在全国遥遥领先， 受到国务院扶贫办
肯定。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杨双峰 张剑屏

8月7日，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
街道韶山路社区的谢娭毑可忙了： 晨练
走完10000步， 又带着腰鼓队参加社区
迎接外地的健康促进考察团活动， 下午
还去听了健康讲师团的预防风湿病讲
课。

谢娭毑说：“我退休10多年， 以前都
是买菜、做饭、打麻将‘三点一线’，现在
我每天好多活动，身体也硬朗起来了。”

对于这个社区的老人们来说，大多数
人都像谢娭毑这样“忙生活”。去年开始，
雨花区创建全国健康促进社区，韶山路社
区结合自身特点，把健康服务融入到社区
的方方面面，社区居民生活步调也进入健
康轨道。

“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
辈子。”走进韶山路社区，类似的健康标
语随处可见。

社区还设立了健康读书吧， 放置各
类健康书籍； 建设了300平方米的室内
健身房， 放置了跑步机、 多功能健身机
等，全天候向居民群众免费开放；建立了
专业舞蹈室供舞蹈爱好者使用； 打造了
300米的鹅卵石路面健康步道……

社区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为居民开展
特色服务，如“桑榆舒苑”通过实施远程
医疗，实现了大病去医院、小病在社区的
模式。 社区还联合侯家塘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500
户居民签订服务协议， 家庭医生定期上
门服务， 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便
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据悉， 雨花区一年来共打造了58个
健康促进社区（村），新建了40个“健康书
屋”，建设163个社区免费健身场地，配备
健身器材200余套， 社区居民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运动与健康的快乐。

洪江古商城举办
两岸财商夏令营

社区居民
生活新模式

老百姓的故事

注册用户数、需求发布数和爱心对接成功率全国领先

永州社会扶贫网试点获肯定

五保老人的“爱心债”

长沙重点解决
4类对象农村危房改造

新闻集装

炎陵：
央视聚焦“神农尝百草”

零陵：
6个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工

8月8日， 青年志愿
者和中小学生在门店发
放、 张贴文明创建宣传
资料。当天，长沙市雨花
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
举行“文明创建我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发
放倡议书、 张贴宣传海
报、 交通文明劝导等多
种方式， 倡导人们从身
边小事做起， 以实际行
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胡利群 摄影报道

文明创建
我行动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陈昊 彭业忠
龙丽）今日上午，花垣县国家级农业科技
示范园内， 随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副州长余保东宣布启运， 首批被精心包
装的千斤黄桃，“坐” 上京东物流车直接
运往澳门。

这批黄桃产自花垣县国家级农业科
技示范园紫霞村。2014年，村民们在县移
民局驻村扶贫工作组的帮助下， 组建了

霞光精品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40
亩，专门用于种植黄桃。今年170亩第一
次挂果，通过电商渠道，直接被运往澳门
特区销售。

“今年的初果， 首批就直销澳门特
区，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开门红。”该村村
支书石兴成笑呵呵地说。

自治州果蔬直供港澳，是自治州州
委、州政府落实中央供给侧改革战略的

举措；今年6月，自治州州委、州政府牵
线搭桥，花垣县与港澳商会代表团达成
初步协议，以花垣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作
为直供港澳果蔬备案基地； 根据规划，
花垣县将在紫霞湖、紫霞洞周边流转土
地2至3万亩， 开展备案生产基地建设，
并结合旅游打造农业休闲观光带；同
时，备案企业正加快进行果蔬加工基地
建设。

自治州果蔬直供港澳第一单

黄桃“坐”车进澳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8日

第 201721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10 1040 32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09 173 243757

9 6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8日 第201709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0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265773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605819
2 1757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09
47240
897113
7617376

42
1871
33507
268372

3000
200
10
5

0918 29 32 3319

岳阳“五区”

湘潭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