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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梁金华，35岁， 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书

记，2003年入党。 她15年如一日，扎根偏远山
区，默默奉献，用自己的青春写就贫困乡镇
奔小康的芳华故事。她曾被评为全省优秀乡
镇党委书记。

【故事】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花瑶文化基地打

造的山歌传习所、 金银花山庄等特色街景，
值得北斗溪镇学习借鉴……”10月10日，
“北斗之星”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原创文章，详
细介绍了兄弟乡镇的花瑶“文化经”。“北斗
之星”是由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运营的公众
号。 公众号上线一年多来，已经成为全镇党
员的重要信息平台。

“内容丰富，高效及时。 ”通过公众号来
推送党建知识和致富信息， 是梁金华的主
意。

在华荣村杨梅种植大户段自华看来，这
位35岁的女书记不仅“脑瓜子活”， 做事也
“舍得出力”。

“上好的杨梅，还没运到县城，就变成杨

梅汁了。 ”一次，段自华向梁金华反映镇上的
交通不便之苦。

梁金华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北斗溪镇有
贫困村8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905名，占了
全镇人口的27%，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政策
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刚来北斗
溪镇时，梁金华下村走访，一走就是一整天，
有时半夜才归屋。

“村民要脱贫，党员要先行。 ”梁金华四
处筹资，启动了北斗溪通往县城的公路拓宽

硬化工程。 她领着党员们带头上阵，跑腿购
料、担砖拌灰，经过3个多月的苦干，公路硬
化终于完成， 到县城的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
短到1个小时。

在梁金华的带领下， 经过两年多努力，
全镇完成了14个村的农网改造、 安全饮水、
通讯覆盖、道路通畅工程，打通断头路、跨乡
跨县路222.7公里； 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和
农村房屋风貌改造，光明村入选第四批中国
传统古村落，坪溪村入选第四批全国“美丽

宜居村庄”。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具体到产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村民们却一知半解。“精准扶贫
的政策信息，要原原本本地传递给贫困户。 ”
除了印发传单、公示宣传外，梁金华还深入
贫困户家中，进行详细讲解，为村民量身打
造脱贫方案。

村民们将信将疑，梁金华号召党员们带
头做给村民看。 宝山村党员刘崇水，利用得
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率先带领62户贫困户创
办了云雾毛尖茶合作社，种植高山茶叶近千
亩，年利润600多万元。 通过示范带动，北斗
溪镇现已有特色养殖大户32家，特色产业基
地23家。

随着沪昆高铁溆浦站落户北斗溪镇，梁
金华引导贫困农户以入股分红的方式打造七
星瑶寨、百亩花海等旅游景点和设施，吸引了
大批前来观光的游客。依托产业发展，目前北
斗溪镇已有2439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心愿】
梁金华：“乡镇是一方小小的天地，只要

做得多，就能有收获，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为村民切切实实做些实事，老百姓心
中自有一杆秤。 ”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黄斌 ，30岁 ，200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张家界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室
主任，主要从事水质、土壤等监测分析工作。
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先进工作
者、湖南省技术能手等荣誉。

【故事】
刚过而立之年的黄斌，是湖南选举产生

的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虽然年纪不大、个头不高，但在他熟悉

的环境监测领域，黄斌绝对是“学霸”般的存
在：湖南省土壤环境监测职工技能竞赛个人
二等奖，湖南省水环境监测职工技能竞赛个
人总分第一名，取得湖南省环境监测站颁发
的水、气、土壤、机动车、声等50余个监测项
目的持证上岗合格证，完成了35项有机物和
6项重金属的新项目拓展。

“我哪算什么‘学霸’，都是一次次失败
又再来的结果。 ”黄斌谦虚地说。

2009年， 黄斌从中南民族大学应用化
学专业毕业，成为张家界市环保局环境监测

中心站的一名临时聘用人员。 虽然是“临时
工”，但生性乐观的黄斌觉得：“只要想干事，
哪里都是舞台”。于是，他以勤学苦练为立身
之本，熟练掌握了多种大型监测仪器的操作
运用和各类样品的快速准确分析，并一肩挑
起了“重金属监测分析”“有机物监测分析”
两大类分析项目。 2014年，凭借过硬的专业
技能，黄斌顺利考上了监测站的正式员工。

环境监测要确保连续性和时效性，为了完成

一项检测分析， 常常需要进行几次甚至十几次
的实验，因此，加班加点和顾不上吃饭是常态。不
仅如此，在应对大型检测仪器技术挑战的同时，
黄斌还要经常承受接触强酸、强碱、挥发性有机
物的潜在危险。 但他全然不顾，一心一意投入到
工作中，出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监测任务。

分析室属于专业性很强的科室，分析项
目多，样品情况复杂，往往要求在最短的时
间内使用最便捷的方法、做出最快最准确的

结果，这就需要整个团队都具备过硬的环境
监测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

黄斌想了一招：“先业务培训、再实践考
试”。 在他的辅导下，科室成员定期进行集体
业务学习，学习后再举行阶段考试，积极拓
展了张家界站几十项有机物项目和钒、 铊、
钼、 铍等十几项重金属项目的监测分析能
力，带动整个科室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升。 如
今， 监测站的计量认证和持证项目从145项
扩展到192项，业务处理范围大大拓宽，为环
境管理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监测数据和技
术支撑，顺利通过国家二级站达标验收。

2014年8月， 在湖南省水环境监测职工
技能竞赛中， 黄斌勇夺总分第一名的佳绩，
并被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此时，省
环保厅出于爱惜、重用人才的考虑，有意将
他调至省站工作。

面对难得的机会， 黄斌委婉拒绝：“我想留
在环境监测一线，守护好张家界的蓝天碧水。 ”

【心愿】
黄斌：“作为一名基层的环境检测员，我

愿意扎根基层环境监测岗位，为环境保护事业
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

十九大代表风采

梁金华：扎根山区写芳华

黄 斌：坚守环保第一线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黄礼）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柯敏在长沙会见了英国林肯郡议会执行议员
科林·戴维一行。

在向客人简要介绍湖南省情后， 王柯敏
说，湖南重视同英国的联系，截至今年8月底，
湖南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美
元， 湖南与林肯郡已签署友好关系发展备忘
录，双方往来日益密切。林肯郡有发达的农业、
食品工业、工程产业、低碳产业、再生能源和核
能及旅游业，与湖南的经济互补性强。 希望以
科林·戴维议员一行此次访湘为契机， 进一步
深化两省郡之间在高端制造业和工程机械产
业、农业、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交往和合作。

科林·戴维表示， 湖南蓬勃发展的良好势
头令人惊叹。 希望通过此次访湘，加强双方在
教育、科技、食品加工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刘玮) 今天， 省直机关2017年新录用公务
员初任培训班开班典礼在省委党校举行。 800
名新录用公务员面对国旗高唱国歌， 庄严宣
誓。 副省长杨光荣出席。

杨光荣希望全体新录用公务员，坚持理论
武装、坚定政治立场、坚守绝对忠诚，保持信念
坚定的政治自觉；要敬畏群众、情系群众、依靠
群众，牢记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爱岗敬业、
真抓实干、提升素养，锤炼勤政务实的优良作
风；要敢于负责、事不避难、勇于创新，具有敢
于担当的勇气情怀；要慎用权力、防微杜渐、摆
正心态，涵养清正廉洁的道德品格。

杨光荣强调，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在这
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大家加入省直机关公务
员队伍，注定要担负更加光荣而神圣的历史
使命。 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倍加振奋，严格要
求自己，认真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 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
历史的华彩篇章。

本次培训设置了14项课程，包括党性廉政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务礼仪、公务员
法等。

开班典礼上， 优秀公务员典型易晓燕、胡
光志、肖冯勤、王再德等作了先进事迹报告。

王柯敏会见英国客人

用青春书写无愧于
时代的华彩篇章
省直机关2017年新录用公务员

初任培训班开班，杨光荣出席

� � � �梁金华（左一）
在溆浦县北斗溪镇
实地查看公路建设
情况。

通讯员 摄

� � � � 黄斌在进行
环境监测分析。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