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戴鹏）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就来到韶山，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进入新时代，共产党
员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今后我会继续严
格要求自己，‘宁肯一人脏， 换得万家
净’，发挥党员的先锋与表率作用。”10月
26日，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来自株洲
的环卫工人党员代表易桂芝动情地说。

当天是湖南第22个环卫工人节。株洲
市城管环卫系统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组织全市环卫工人党员代表、入党积极
分子、株洲市“十佳城市美容师”和优秀环

卫工人来到韶山，开展“践行十九大精神，
做合格共产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上午8时30分， 来自株洲市10个县
（区、市）的350余名环卫工人身着橙色工
作服，聚集株洲炎帝广场，朗诵了《环卫
工人之歌》，并由市民代表宣读“不向车
窗外抛物、 做文明好市民” 倡议书。 随
后，代表们前往韶山，瞻仰毛泽东铜像并
敬献花篮，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参观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故居等。
大家一路走一路看，结合自己的工作，谈
认识、谈体会。

这次活动中， 株洲市城管局还针对
环卫工人党员日常工作繁忙、 学习时间
不足的问题，利用乘车时间，开设了微党
课互动环节。大家通过收听车载广播，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并通过微信公众号
以问题抢答形式进行测试， 检验学习效
果。

据介绍， 株洲市现有环卫工人
8743人，其中党员416人，建立环卫基
层党组织12个。今年来，株洲市城管局
环卫系统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 深入
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实现

了党建和业务工作互动双赢。 并在开展
“先进党员”“十佳城市美容师”评选基础
上， 积极挖掘环卫系统普通党员的闪光
点， 环卫工人党员中已涌现出拾金不昧
的言雪梅、 急救中暑路人的文家招等一
批典型。

英国学子的江豚之约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张脱冬

秋高气爽，碧波荡漾。10月27日下午，东洞庭湖迎来
了一群笑靥如花的英国学子。他们此次下洞庭湖，只为能
目睹江豚，与江豚进行一次美好的约会。

14时许，岳阳市教体局、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岳阳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岳阳县渔政局等单位志愿者，以及洞
庭湖协巡员，如期来到洞庭湖畔岳阳渔都码头，与英国萨
姆塞特郡思卓德学院、赛克斯学校、克里斯宾学校的21名
学生和1名老师在码头会合，共同体验洞庭风光和感受洞
庭湖渔民文化。

岳阳市教体局国际交流科科长黄立新表示， 此次活
动旨在向英国朋友展示美丽岳阳、生态洞庭。

船行水上，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谢拥军一边
带大伙远观岳阳楼、洞庭湖大桥、杭瑞高速大桥、蒙华铁
路大桥等美景，一边向其介绍洞庭湖、湘江的概况。

“这是什么？是江豚。”谢拥军拿起一张江豚的图片
说，“看，它的牙齿、舌头和我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也
是胎生哺乳动物，怀孕期长达11个月。”英国的小伙伴惊
叹不已，纷纷拿起江豚照片、举起江豚旗子合影留念。

“看，江豚！”15时40分许，岳阳县渔政局城陵矶站站
长彭向明第一个发现江豚的踪影。 大伙的目光齐聚江豚
出水的方向，可此时它们却跟大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大伙在船上静静等待江豚的出
现。“在那！”志愿者钟文志用望远镜观测得真切，带病工
作的志愿者徐沐辉补白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江豚
保护工作见到成效了，今年有很多江豚宝宝出生。”此时，
江豚开始围绕巡逻艇“打包围圈”，大伙都很兴奋。英国学
子Isabella� Buratta感慨：“我们真的很幸运， 在如此美好
的季节能够看到这么美丽的江豚！”

返程路上， 大伙跟着江豚保护志愿者体验了艺术江
豚制作的乐趣。 英国带队老师Iinda期许：“希望以后能有
更多机会带学生到岳阳来学习，到洞庭湖观赏江豚。”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09

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长沙“政产学研对接”
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耀 通讯员 黄可）
竹质复合材料比木质材料更防腐、阻燃、耐用；秸秆也能
变废为宝，防火、防水，环保无毒……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教授们的科研成果，让由长沙市科技局率队进入该校“寻
机觅宝”的湘籍企业家们十分兴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李贤军教授与他的团队开发的防
霉、防腐、阻燃的竹质复合材料，将竹材料的利用率提升
到了将近90％，获得40多项专利。

李新功教授和他的团队， 积极研究将秸秆变废为宝的
绿色防火秸秆复合材料节能制造技术。 用天然矿石活化的
秸秆复合材料，拥有了优异的防火、防水性能，材料本身环
保无毒，是人造板材的极佳升级换代材料。

陈育华教授的环境生态修复绝活， 也让长沙的企业
家们眼睛发亮。长沙污水处理厂每天4万吨污水流入的洋
湖湿地公园，经陈育华教授团队全程无需动力的“表流－
潜流－表流”三级植物环保净水处理后，成了令人流连忘
返的生态园林景区。松雅湖人工湿地公园、岳麓区莲花镇
人工湿地、青竹湖人工湿地，这些都是陈育华教授团队的

“杰作”。
今天，长沙“政产学研对接”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

有15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签约金额2510万元。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赵顺涛）10月27日， 怀化市人大
常委会对外发布新闻： 怀化市获得地方
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地方性法规《怀化
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当日
正式颁布，该法规将于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

《怀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简称“《条例》”）于2017年8月25日
由怀化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9月29日批准。《条
例》共有6章52条，包括总则、市容环境卫
生责任区制度、 市容管理、 环境卫生管
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在立法过程中，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
始终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开门立
法，广泛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人大
常委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组织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 共收集意
见数百条，历时6个多月，前后十几次修
改完善。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进科 ）10月25日， 临武县
万水乡大汉村的稻田里， 几台收割机在
不停作业。“1亩多稻田收割、套袋、装车，
不到半小时就干完了。”临武县翔芬农机
合作社理事长邓翔芬介绍， 他们包下了
万水乡大半农田的“农活”，还流转1700
多亩田种水稻，收入年年增长。

据了解，近年来，临武县大力推广使
用农业机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
户节约了种植成本， 被评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 全省农机生产目标管理先进
单位等。 目前， 全县拥有农机3071台
（套），农机总动力达36.1万千瓦，农业生
产机械化综合水平达61%， 农机成为农
业生产“主力军”。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李）10月23日，资兴市唐洞街
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
如约来到社区居民许根菊家，为她做常
规检查。 许根菊说：“家庭医生很负责，
有时半夜打电话咨询， 他们都耐心解
答。”

今年80岁的许根菊是一位独居老
人，身体状况不太好，需要定期体检。早
在5年前，许根菊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了健康档案，享受免费体检等健康服务。
今年，她签约拥有了“家庭医生”，享受更
方便、舒心的上门服务。

据了解，从今年9月开始，资兴市在
各社区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社区居民以户为单位，在“中国家医居民
端”手机APP上，选择离自己最近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及医护团队， 签约
为自己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重点， 主要包

括居民个人健康档案建立和管理、 预防
接种、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高血压等慢性
病体检筛查随访和规范化管理、 健康教
育、 健康生活行为干预指导和个体化健
康教育等。同时，针对孤寡老人、孕产妇、
幼儿等行动不便人群， 提供上门访视等
便民服务。

资兴市卫计部门负责人介绍， 以前
居民大多有病就往市里医院跑， 造成医
院有时一床难求， 而基层医疗机构资源

又闲置。“家庭医生”走进社区后，实现了
“小病就近看”， 使基层医疗机构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 有利于促进分级诊疗和
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并且，医务人员在
上门提供日常诊疗服务的同时， 还担负
起宣传普及卫生保健知识的重任， 防病
于未然。

目前， 资兴市已有1.3万多社区居民
签约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到今年
底，签约居民预计将超过2万人。

株洲县清查扶贫资金
22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廖培）
“龙潭镇穿石村村委会主任陈文胜利用其妻子陈美云拥
有村里黄桃基地财务审批权，采取虚列开支等形式，套取
侵占扶贫专项资金14229元，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日
前，株洲县纪委通报2015至2016年度1832万元扶贫资金
清查结果，有22人受到党纪处分。

2015至2016年度， 株洲县财政拨发扶贫资金共计
1832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南竹低改、光伏电站
建设、危房改造、困难救助等11个扶贫项目，惠及12个省
级贫困村、9553名贫困人口。

在这次清查中，县纪委通过查阅乡镇、村两级扶贫资
金账目、实地走访贫困村贫困户、重点调查有扶贫资金的
工程项目等，发现个别乡镇存在延迟拨付扶贫资金、镇村
两级财务未列专项支出明细、部分村组截留侵占资金、危
房改造优亲厚友等问题。目前，已处分党员干部22人，清
退扶贫资金32万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

10月24日中午， 在双峰县三塘铺镇
华新村一栋民房内， 一位身材消瘦的81
岁老人正在忙着一家人的午饭，淘米、切
菜、炒菜、添饭，再一勺一勺地给瘫痪在
床的两个儿子喂饭。清理完掉在床上、衣
服上的饭粒后，看天气不错，她又丢下自
己的饭碗， 把两个儿子从特制的活动板
床挪到轮椅上，推他们去门口晒太阳。这
一切，她做得细致又娴熟，并且已经坚持
了26年之久。

这位耄耋老人叫李应初， 她为何还
要以柔弱之躯照顾儿子？

故事还得回到1991年。李应初刚料理
完因病去世的丈夫后事，她26岁尚未成家
的大儿子王放清无来由地双脚不能下地
行走了。她带着大儿子到县里、市里、省里
三级医院求诊， 医生们都告诉她：“未发现
明显异常，只能慢慢调理。”李应初按照医
嘱给大儿子调养了一段时间后，大儿子依
旧不能行走，老人只好以瘦弱身躯承担起
了照顾大儿子日常起居的重任。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年后，老人的二
儿子王潮清也患上了同样的怪病，一家人
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自从两个儿子得了
这个怪病后，吃饭靠喂，上厕所要扶，生活
不能自理，还要常年服药。不知道多少次，

李应初在搀扶儿子上厕所的路上两人同
时滑倒，因为担心儿子摔伤，她就以自己
的瘦弱之躯垫在儿子身下； 不知道多少
次，为了给两个儿子省出药费，她几个月
没有沾过荤。2013年，李应初因常年劳累，
患上了胸膜炎和冠心病，但她却舍不得花
钱给自己看病， 带病强撑起这个家的同
时，还喂猪养鸡来改善生活。村民们见老
人这样霸蛮强撑， 都劝她：“您老80多岁
了，自己又身体不好，把他们送走算了。”李
应初却含泪回答：“谁让他们是我的儿子
啊！我不能放弃他们，只要我还能动一天，
就必须照顾他们一天！”

20多年来，李应初坚持用自己瘦弱的

身躯，为两个半瘫儿子撑起一片天的感人
故事，在华新村及附近村组引起强烈反响。
华新村党支部书记莫讲生，除了帮李应初
一家申报、办好低保和五保手续外，每年还
争取社会救济款帮他们解决生活所需，自
己也每年资助老人一家2000元。 去年，三
塘铺镇爱心基金会骨干成员戴呈杰个人
捐款2.8万元， 争取民政部门扶助3.8万元，
并积极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资为李
应初家修建了新房，解决了她一家人的住
房问题，还为其两儿子购买轮椅，方便他们
出行。与华新村毗邻的虎冲村村民肖权在
外经商，听说此事后深受感动，从1992年
开始，每年给老人送大米、送猪肉和1000
元现金，如今仍在继续……

“有大家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
相信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日子虽然
过得艰辛， 但好在李应初有一颗坚强乐
观的心。

株洲环卫工人党员争做表率当先锋

资兴万余社区居民有了“家庭医生”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蔡俊 罗宏 ）秋风起，蟹儿肥。每
到这时，有着“中国河蟹之乡”美誉的益
阳市大通湖区是最令人期待的。10月27
日，2017大通湖金秋品蟹美食节在大通
湖区河坝镇锦大渔村举行。 琳琅满目的
美食一条街、妙趣横生的捉蟹比赛、别开
生面的螃蟹捆绑比赛， 让游客在游戏和

活动中感受大闸蟹的魅力。
大通湖牌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还是中国“十大名蟹”之一，在市场上
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近年来，每年秋天，大
通湖区都以蟹为媒，举办节会活动，既带动
当地旅游，又能吸引不少游客前去品蟹、买
蟹。此次品蟹美食节，由益阳市外事侨务旅
游局和大通湖区委、区管委会联合举办。

怀化市首部地方性法规正式颁布
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10月26日， 记者来到郴州市苏仙区
苏仙岭街道办事处二楼， 一扇普通的木
门背后，是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苏仙岭
街道司法所所长陈辉的办公室。 他已从
事调解工作12年， 调解纠纷1000多件，
成功率达98%以上。今年60岁的陈辉，还
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 可这些天他比以
往更忙了。

“这阵子天天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我这个老党员很受激励和鼓舞。” 陈辉表
示，自己就要退休了，但“党员永远不退
休”，以后只要工作需要，会继续发挥余热。

陈辉早上接到一起因装修款而引发
的纠纷调解任务，双方各执一词，差点动
手拆房。他劝解了1个多小时，双方终于
答应坐下来协商解决。 此后不到5分钟，
一起意外事故的死者家属也找到他，询
问赔偿款进展情况，陈辉耐心解答。

“忙起来连口水都没时间喝。”陈辉
介绍，苏仙岭街道辖区面积大，仅流动人

口就有1.8万人，有中小学校8所、医院6
所、改制企业12家，社情复杂，矛盾纠纷
多。他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预
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这对人民
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作为党
员与人民调解员， 应该时刻把老百姓的
利益放在第一位。 很多矛盾纠纷事关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 化解矛盾纠纷就是维
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陈辉喜欢用有党徽标志的笔记本来
记录有关矛盾纠纷调解的情况。 他说：“调
解矛盾纠纷过程中， 难免会有人冲你发
火、发怨气。这时我会告诫自己，我是党员，
要多加劝慰，引导对方冷静。工作中，经常
接触医疗纠纷、房产纠纷、意外伤害等，见
多了有时也觉得烦，但党徽会随时提醒自
己，作为党员，就不应该怕麻烦。”

“每当成功调解一起纠纷，自豪感和
成就感就会冲走所有疲惫。” 陈辉相信，
只要工作中坚持细心、耐心、关心、爱心，
就能“以真心换真情”，得到老百姓的理
解和支持。

“党员永远不退休”
———记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陈辉

母爱如山 恩比天高
———耄耋老人李应初26年照料两个半瘫儿子的故事

临武农业生产农机“挑重担” 大通湖金秋品蟹美食节举行

开福金秋 富兴盛典
10月27日上午，以“城市放轻松”为主题的2017开福金秋消费节暨CFC富兴时代开

业典礼在长沙市芙蓉中路的CFC富兴世界金融中心启动。作为长沙城北最大的城市综
合体和购物中心，CFC富兴世界金融中心有近250个国际及国内知名品牌入驻，形成集
娱乐体验、亲子休闲等为一体的多元化时尚消费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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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一等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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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27日 第201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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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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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27日

第 2017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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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340 1200640

组选三 1091 446 486586
组选六 0 223 0

6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