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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10月26日一大早， 祁阳县检察院51岁的
纪检组组长王祁平，赶在上班之前，来到该县
新兴路看望今年自己出手相救的5岁男孩小
军。

祁阳县检察院政工科副科长钟腾飞告诉
记者，近30年来，王祁平先后70多次冒着生命
危险救助遇到困难和危险的群众90多人，10
多次冲在抗洪抢险、救火救灾前线，还为受害人
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10多万元， 义务为群众化
解矛盾200多起。他在见义勇为中多次负伤，留
下40多处伤疤。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路侠”。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管，谁管”
今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10时，正下着

大雨。王祁平开车路过祁阳县城新兴路。
突然，王祁平发现一个撑着雨伞，蹲在马

路中央的妇女的背影。人来车往，却没有人停
下来关注。

这时，王祁平“爱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
他忙上前察看。原来，这名妇女是居住在附近
的居民。几分钟前，她5岁的儿子小军在单独
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到头部。等她听到异
响赶过来时，货车已经逃走。她拨打了“120”，
但急救车一时间没能赶到。见孩子伤势严重，
她急得只知道哭，浑身不停地颤抖。

王祁平二话不说，把孩子抱上车，带着母
子二人往县人民医院飞奔。来到县人民医院急
诊室，王祁平自掏腰包给孩子挂号、交费。经过
紧急治疗，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

当时接诊的医生告诉记者，孩子被货车撞
到头部，送到医院时生命体征已经十分虚弱，
晚来几分钟，可能就没救了。孩子的母亲也对

记者说：“当时，我见孩子奄奄
一息，以为没救了，就只知道哭，
幸亏王祁平出手相救。”

事后，有人问王祁平，那么
多人路过，都不管，你就不怕别
人误会你、赖上你吗？王祁平斩
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
不管，谁管？”

“我坚持的是正义，
不怕‘得罪’人”
上个月一天晚上7时多，王

祁平下班后在县政府前的广场
散步。

突然，广场前的马路上传来
一声巨响。王祁平立即朝声音传
来的方向跑去。只见一名年轻男

子骑着摩托车，后座上还坐着一名男子，把一
名路人撞飞。

见闯了祸， 摩托车上的两名男子想跑。说
时迟，那时快，王祁平飞身跑过去，拦在他们面
前。王祁平闻到了两人身上散发的酒味。

见王祁平年纪较大、身材不高，两名肇事
男子嚣张起来，威胁王祁平少管闲事，否则对
他不客气。王祁平却毫不畏惧，一动不动地挡
住他们的去路， 大义凛然地说道：“你们要想
跑，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

摩托车上的二人愣住了， 转而向王祁平说
好话，劝他说，祁阳县城就这么大，今后说不定
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难”呢？王祁平不为所
动。不久，交警接到报警电话赶来。王祁平又配
合交警，处理这起酒后驾驶机动车撞人事件。

事情传开后，亲朋好友担心王祁平遭到报
复。没想到，王祁平淡然一笑：“我坚持的是正
义，不怕‘得罪’人。”

祁阳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陈莉告诉
记者，嫉恶如仇的王祁平，扶危帮困时也有“柔
情”的一面。祁阳县白水镇仁亲村73岁的五保老
人王仕德，接受了王祁平的20多年照顾；有一名
叫于双发的贫困老人， 王祁平经常带着日常生
活用品去看望；73岁的邻居柏阿姨子女不在身
边，因心脏病住院，王祁平照顾了她20多天……

【点评】
当群众遇到困难， 他二话不说出手相助；

对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他敢于“路
见不平一声吼”……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心系群
众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

近30年来，王祁平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日
常生活中，不忘初心，牢记责任，始终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群众的
庄严承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路侠”王祁平

� � � � 10月25日，王祁平（左）与祁阳县雷锋号志愿者一起学习
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雷蕾）24日，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举
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工
作情况。3年来， 该市检察机关共审查当地
监管场所呈报在押人员的减刑、 假释案件
8578件，发现呈报不当案件1322件，已纠正
1311件。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主要是对监狱、看

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刑罚和监管活动
实施法律监督。常德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
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活动全程同步监督，并
加强监管场所职务犯罪查办力度。3年来，
先后在津市监狱等监管改造场所立案侦查
职务犯罪案件4件4人。

同时，落实人权司法保障工作要求，维
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3年来， 该市共对看

守所的羁押人员264人提出解除羁押的检
察建议，其中246人被变更强制措施。3年来，
驻所、驻狱检察官还主动约谈在押人员1537
人，及时办理在押人员的控告、申诉，接受在
押人员的法律咨询，向监管机关发出检察建
议38件；严厉打击监内的牢头狱霸，共起诉
监内服刑人员又犯罪案件10件10人。

此外， 该市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活动监
督的方式方法， 进一步降低重新犯罪率。3
年来， 共对社区矫正人员共7100人进行了
监外执行监督，发现脱管5人、漏管18人。

常德纠正1311件减刑假释呈报不当案件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郑旋）一座城市的整洁美丽，背后是无数环
卫工人日积月累、不分昼夜的辛勤劳动。10
月26日是湖南省第22个环卫工人节， 记者
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 目前长沙城
区每日清扫面积达到6800多万平方米，
7300余吨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

20多年前， 长沙城区环卫系统从业人
员3000多人， 日清扫面积不到500万平方
米；而今天，日清扫面积增长10几倍，但环
卫人员数只增长到1.1万人。以开福区为例，
过去3年多，该区环卫清扫作业面积从600多

万平方米增加到900万平方米，环卫清扫员
却从2100名减少到现在的1500名， 这一
“增”一“减”的背后，彰显的是环卫科技转
型升级带来的“红利”。

记者在开福区环卫局的全省首个“智
慧环卫”平台看到：在中心监控室里鼠标轻
点，109台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状况一目了然；
容量超过8吨， 环保型压缩式公共垃圾站的
“大胃王”垃圾箱会自动报警，环卫人员可远
程遥控作业；足不出户，便能统计每天的垃
圾收集数量，实时调度清扫保洁工作……

开福区环卫管理员毛鑫华从事环卫工

作20多年，从拿着扫帚、畚箕扫马路的一线
清扫员一步步干到管理岗位。“有了洗扫
车，冲洗马路的工作轻松了一半。”说起这
些年来的变化， 毛鑫华介绍， 现在每天凌
晨， 洒水车首先将路面上的垃圾冲到道路
两旁，接着机扫车一路驶过、一路清扫，上
早班环卫工人跟着“补火”，将机扫车没扫
到的地方清扫干净，路面就相当洁净了。

目前，长沙市有道路清扫、清洗机械设
备500多台，各类垃圾运输车近600台，大大
小小的洗扫车、机扫车也出现在街头，主次
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0%以上。

从“一把扫把”扫大街到机械化作业率超过80%

科技环卫助力长沙“洁而美”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散灵丹）今天是湖南第22个“环卫工
人节”。记者从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获悉，该
协会组织了“全省环卫职工特殊困难救助
金”第四批发放慰问活动，从中拿出14万元
对60位特困环卫工人进行救助和帮扶。

“全省环卫职工特殊困难救助金”于
2013年设立，直接用于环卫工人因工致病、
伤残的医疗救助以及因病、 因灾致贫的临
时应急救助。救助金设立4年多来，累计获
得烟台润达、中联重科、光大国际、现代环
境、惠民环保等企业捐赠180万元，此前已

发放三批共38.55万元，救助了181人。
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省各城区环卫局、环卫所现有环卫工
人近7万人，保洁面积达39216万平方米，普
遍存在劳动强度大、薪资水平不高、劳动安
全无法保障等情况。除发放救助金之外，该
协会还计划联合省总工会和各爱心企业，
从爱心助学、 技能培训等方面对环卫工人
予以帮扶。

“环卫职工救助金”4年救助241人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陶芳芳 陈实）
“不体验不知道，一体验差点就累倒，环卫
工人的工作还真是挺辛苦的。”今天，在全
省第22个环卫工人节来临之际，长沙市100
余名志愿者替岗环卫工人， 在天心区坡子
街，跟着环卫工捡拾垃圾、冲洗路面，观摩
道路清扫作业、城市公厕维护。通过一上午
的换位体验后，志愿者们都直呼“‘城市美

容师’不好当。”
换岗体验环节中， 志愿者们从环卫工

人手中接过装备， 开始走街串巷， 清扫街
头。他们一手拿着撮箕，一手拿着扫帚，各
自在自己负责路段打扫垃圾。“看似不长的
路段，要打扫干净还真是不容易，很难想象
环卫工人天天这样清扫马路。”今年46岁的
坡子街社区居民熊辉表示， 上午人流量还

不算特别大，但新掉下来的树叶等“漏网之
鱼”层出不穷，经常让本已扫净的路面又回
归原状。 志愿者们来回清扫， 几个回合下
来，已是汗流浃背。“通过今天的劳动，感受
到了环卫工人的不易。 今后我们将从自身
做起,倡导身边的人不再乱扔垃圾，使城市
更加洁净美好。”参与换位体验的一位志愿
者表示。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办、 天心区文
明委主办。当天，还为100名辖区环卫工人
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 以及一批新
被子、电饭煲、电热水壶等礼物。

体验“城市美容师”的艰辛

长沙百余名志愿者替岗环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