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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鹏

10月9日，天高云淡。刘和伏踏上青苔满
布的山路，穿过郁郁葱葱的灌木林，将匿于草
丛、搁于砖堆的引水管接口一一拾起查看，松
了的接上，堵了的疏通。这样的事，他每周要
为空巢老人刘昌桥做一次。

刘昌桥的儿子一家在外打工，82岁的他
和老伴原本住在山下新修的房子里， 去年一
次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新房损毁近半，他又搬
回了山上。说起那次遭遇，老人仍心有余悸：
“没有刘和伏，我早就不在了。”

今年53岁的刘和伏是桃江县鸬鹚渡镇
蒋家冲村刘家仑组一名普通党员。去年7月4
日早上， 他随村干部一起处理渍水至凌晨4
时，才躺下不到3个小时，他被邻居刘海波疾
声叫起：“快起来， 公路上积了尺把深的水
了。”刘和伏跑出门，见山上浑浊的泥水夹杂
着石块奔涌而下，沟渠里、公路上、院子里满
是泥浆。看见这架势，刘和伏心里一惊：连续
下了两天大雨， 只怕是垮山了。 没有片刻犹
豫，他拔腿就往山边上的刘昌桥家跑去。

这时，刘昌桥老两口和回家探亲的50多
岁的女儿，眼见泥浆灌满了前坪，泥水漫到了
床前，一下慌了神，半步也迈不开。正在3人惊
慌之际，刘和伏绕到后山跳窗而入，背起刘昌
桥就往山上冲。将老人背到安全地带后，他又
立马折回， 把愣在房里的刘昌桥老伴和女儿
连拉带拽地拖到了避险点。

雨越下越大，水越来越猛，刘和伏嘴里不
停大吼：“快往高处跑， 东西不要拿， 逃命要
紧！”边喊边往山下冲———村民张冬初的妻子
才动过大手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张冬初一
个人肯定挪不动。刘和伏赶到张冬初家时，张
家屋里屋外已一片汪洋。来不及细细商量，刘
和伏与张冬初合力搀着病人跑。出得门来，却
无路可逃。 危急时刻， 刘和伏蹚着齐腰深的
水，摸到两根晒衣服用的铁管，搭在坡坎上，
与张冬初一前一后护着病人滑下去， 而后又
接力将病人背到了山上。回头一看，泥石流迅

速冲破张家屋后门窗，吞没了一楼。“好险！再
过几分钟，我们就跑不出来了。”张冬初看着
眼前的一幕，惊得好一阵没缓过神来。

另一边，刘和伏自家的杂屋、弟弟家的房
子已在泥水冲击中应声倒下。刘和伏顾不上家
里，忙着清点人数。突然，他发现人群里不见刘
运冬、王桃秀夫妇的身影。两人住在山坡下，是
空巢老人，且一个腿瘸、一个耳聋。刘和伏赶紧
跑过去，将两位老人都背到避险点后，刘和伏
精疲力竭瘫坐在地，半天没能站起来。

这次泥石流，对刘家仑组造成巨大损失，
16间房屋被冲毁，道路、电杆等受损严重，所
幸无一人伤亡。一开始，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
并不相信泥石流会冲到家里来， 加上外面下
着大雨，家里又有很多舍不下的东西，跑出去
实在太“麻烦”，所以没有动。直到刘和伏大声
“吼”出他们，看到家被泥石流冲毁，大家不禁
倒吸一口冷气。 危难之际， 是刘和伏挺身而
出，救了他们的命。40多分钟里，刘和伏背出
4位老人，及时救出其他3人，还“吼”出了在家
里观望的7个人。

提起刘和伏救人的事， 他妻子说：“这事很
正常，这就是刘和伏。”他妻子至今记得“两斤月
饼和芝麻”的故事。那是1990年中秋节，刘和伏
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从岳父家出来， 半路上遇
到一位抱着孙子、急得六神无主的老人。那孩子
口吐白沫，病情危急。刘和伏毫不犹豫停下来，
帮忙拦车送医院。而后又和妻子、孩子一道，步
行好几公里山路，去给老人的亲戚报信。那位老
人后来找了整整两年，才将刘和伏找到，硬是送
了两斤月饼和芝麻来感谢他。

■点评

40多分钟里，刘和伏与死神赛跑，从泥石流
中救出7人。他不顾个人安危，也来不及照顾家
里，心里想的只有群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责任与担当。

党员是榜样、是先锋。在人民群众面临危难
时， 我们的党员干部应像刘和伏一样， 不畏艰
险、不惧生死，迎难而上、冲锋在前，把危险留给
自己，把安全留给群众。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刘和伏：泥石流中救出7人

刘和伏
帮刘昌桥老
人检查引水
管接口。（资
料照片）

刘鹏 摄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朱丽琴 禹艳群 梁辉） 澧县人民
医院加盟湖南省人民医院集团签约挂牌
仪式暨澧水流域医院联盟成立仪式，今天
上午在澧县举行，这是我省首个以地域为
纽带的医疗联盟。 该医疗联盟的成立，开
启了医联体建设模式新思路。

近年来，湖南省人民医院在建设多种
形式的医疗联合体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
和尝试， 相继成立中医急诊急救联盟、综
合医院儿科联盟、胸痛联盟、中国静脉介
入联盟、 普外腹腔镜技术联盟等以学科、
疾病和技术为纽带的医疗联合体。 其中，
综合医院儿科联盟首批吸引了80家省、
市、县级综合医院加入，通过各类学术活
动和人才培养举措，不断提高基层儿科医
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让儿科常
见病、多发病“不出门”医治在基层。尤其

是医联体“桃江模式”的成功，让更多基层
医院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纷纷向省人
民医院抛出“橄榄枝”。今年8月，祁东县人
民医院正式成为湖南省人民医院集团第
三家分院，省人民医院派驻的乳甲外科、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脊柱外科专家首批入
驻祁东后便相继开展各项新业务， 施行首
例心脏临时起搏器植入手术， 结束了该院
不能自主开展冠脉支架治疗的历史。 此次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为牵头倡议单位， 澧县
人民医院为秘书长单位，囊括湘鄂两省38
家市、 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澧水流域
医院联盟， 是医联体建设的又一次崭新尝
试。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说:“希望
借助这个以地域为纽带的医疗联盟， 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让90%的患者在县域
内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胡宇芬
李文耀 通讯员 李莎） 今天从长沙市知识
产权局获悉，《长沙市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
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日前正式
印发，标志着该项改革全面启动实施。根据
《方案》， 长沙市将建立集中统一的知识产
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行政管理体
制，设立专利、商标、著作权“一站式”服务
窗口。

长沙市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首批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市（区）中唯一
的中部城市， 此次在全国率先启动试点工
作。《方案》明确，将按照专利、商标、版权
“三权合一”为核心的改革思路，全力推进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探索富
有长沙特色的改革路径。《方案》 提出了实
行集中统一行政管理、 构建快速高效保护
体系、 完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的三大主要
任务， 探索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

实行集中统一行政管理方面， 将在强

化政策集成、开展评议试点、创新人才机
制上推出系列新举措。如建立重大经济科
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防止重大财政
投资项目出现虚假知识产权作价投资，规
避重大产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构建快速高效保护体系方面 ，《方
案》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健全行
政司法保护协作机制、 创新维权援助和
纠纷解决方式、建立知识产权诚信体系。
如加快建设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开通专利快速确权绿色通道，完善专
利、商标、著作权快速维权机制；建立知
识产权诚信“红黑榜”，并纳入全市信用
体系等。

完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方面 ，《方
案》提出，全面开展知识产权确权评估、
挂牌上市、 许可转让、 交易鉴证等一体
化、全流程服务；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
律状态、信息检索、咨询服务等数据服务
平台， 为全市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公共
服务等。

长沙率先在全国启动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设立专利、商标、著作权“一站式”服务窗口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宇）
今天下午，省委党校举行学习《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交流会，主体班
学员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畅谈所学、所
思、所得。

“在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深深扎根
于农村的朴实青年； 看到了一位满怀理
想、执着追求的壮志青年；看到了一位心
系人民、感时之艰的上进青年。”厅干班学
员胡石明说， 崇高的精神能穿越时空，给
人以面对艰险的信心、勇气和力量，给人
以永恒的启发和滋养。

“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之
时，正逢我们中青班开展‘驻村入户’体验
式教学，我们深入到全省5个贫困村，与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体会到了贫困群
众生活的艰难，也看到了他们为了摆脱贫

困而付出的努力，更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青班学员周志和表
示，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植根
群众、尽职尽责，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不
负重托。

学员们纷纷谈到，《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 是一部党性教育的鲜活教材，其
中蕴含的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爱国为民
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值得
每一名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深刻领悟。大
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忘初心、一
心为民、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在政治上维护“核心”、实践
上彰显“核心”、境界上对标“核心”，立足
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工作，向党和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省委党校举行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心得交流会

湖南首个以地域为纽带的医疗联盟

澧水流域医院联盟在澧县成立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陈薇 ）今

天，“红色潇湘·薪火相传”———湖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喜迎党的十九大形象展示大赛在
长沙举行复赛，30位优秀讲解员从初赛脱颖
而出，进入复赛环节。

参赛者们精神抖擞地在舞台上激情开
讲，讲英雄故事，谈所思所想所感，传播红色
基因，字字铿锵，句句入心。这些优秀的讲解
员讲出了精神，讲出了力量，赢得了现场听众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
厅、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委党史
研究室、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承办。 活动旨在全面推进我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和讲解员教育培训工
作， 拟评选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大
“魅力场馆”和十佳“金牌讲解员”。

此次大赛自今年7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有
47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72位讲解员
参与比赛， 有30位优秀讲解员脱颖而出进入
到复赛。据悉，经过复赛专业知识测评、主题
讲解、才艺展示3个环节的角逐后，总成绩排
名前15位的选手将进入到总决赛。

30位选手进入复赛
角逐十佳“金牌讲解员”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通讯员 廖晓菲 记
者 龙文泱）今天，北京国际摄影周2017开幕，
作为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美潇湘 圆梦
中华”湖南喜迎党的十九大摄影展同时开展。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厅主办， 省文化馆、省
艺术摄影学会承办，将持续到10月22日。展览
分为文化湖南、美丽湖南、人文湖南3个部分，共

展出64幅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是从湖南的摄影
家和摄影爱好者投稿的2000多幅作品中精选
出来的，全面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优
美的生态环境、浓厚的人文气息，以及社会文
明和谐、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形象。

北京国际摄影周由文化部、 北京市政府
主办，至今已举办四届。

“大美潇湘 圆梦中华”
湖南喜迎党的十九大摄影展在京开幕

师生原创诗歌朗诵会展示高校师生风貌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陈华倩）“斗转星移，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
地球的惊喜；大江东去，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
东方的奇迹；赞美你啊，光辉岁月，盛世中国
喷薄日出……”今晚7时，由湖南师范大学文
学院主办、以“喜迎十九大，我为盛世写华章”
为主题的师生原创诗歌朗诵会在湖南师范大
学江边活动中心举行。

舞蹈《盛世腾飞》拉开了朗诵会的序幕。
本次朗诵会分为《我为盛世写华章》《祖国我
为你歌唱》《科技卓越 圆梦中华》《大美湖南
人杰地灵》4个部分， 共有12个节目， 包括朗

诵、歌曲、舞蹈、小品等节目，形式丰富多彩。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透露，组织这场朗诵

会，是为献礼十九大，展示高校师生的良好的
精神风貌与才华。令人欣喜的是，许多退休教
师也积极参与了活动。今年已经85岁的李维琦
教授，不仅创作了《高铁》《高温干热岩体》等诗
作， 还亲自登台朗诵；95岁的王俨思教授也为
本场朗诵会创作了《喜迎十九大召开》《赞长
沙》等诗作；现场，展示的一幅大型书法作品令
不少人惊叹，这幅作品由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蔡镇楚创作。更有不少在校学生的诗歌作
品在舞台上亮相，现场气氛热烈而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