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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唐世日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蒋美玲，今年8岁，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头
铺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5岁时， 开始照顾车
祸的父亲———蒋登才。1000多个日夜， 蒋美
玲用担当、 孝心和双手给一个残缺的家撑起
了一片天。

11月5日， 蒋美玲从爱心人士伍莉手中
接过5200多元爱心款时，感动不已。

2011年，小美玲两岁时，妈妈因心脏病
去世，小美玲和爸爸相依为命。

2014年的一天，爸爸骑车去田里撒除草
剂的路上，连人带车栽倒进了路边的稻田里。
幸好路人拨打了“110”，将不省人事的爸爸
送进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 却被医生确诊为
颈椎骨折。

爸爸刚住院时， 虽有伯伯、 姑姑帮忙照
顾，但他们工作忙，也常常照顾不过来，所以

照顾爸爸的重担落在小美玲小小的肩膀上。
护士每次帮爸爸揉腿、按摩，她都会认真

地看，跟着比划，还学着伯伯、姑姑的样子帮
爸爸接大小便。5岁的小美玲帮爸爸接大便
时，力气小，根本扶不起爸爸。她就一只手撑
病床，一只手拿便盆，再借助撑病床的力终于
完成了接大便。这一坚持就是一个多月。

“平日里只要是吃的，她再想吃，都会分
一半给我，或是等我吃完自己才吃。”蒋登才
说。

蒋登才的哥哥、妹妹看着小侄女可怜，要
把小美玲接到家里，以减轻蒋登才的负担。而
小美玲死活都不肯离开爸爸， 坚定地说：“爸
爸动不得，他离不开我。我哪里都不去。”

治疗5个多月后， 为了节约医药费开支，
蒋登才坚持要求出院回家休养。

蒋登才出院初， 小美玲的姑姑隔三差五
到家里给父女俩煮饭， 但她有时忙得不可开

交，常常出现煮一顿、吃两天的情况。
蒋登才出院后， 右侧的手脚一直行动不灵

便，右手更是动不了，没有知觉，右腿走路弯不
了膝盖； 左侧手脚虽然能动， 但却感觉不到冷
热，很不灵活。“出院回家，确实苦着美玲了。我
干不了家务活，甚至连自己穿、脱衣服，还有洗
澡都靠美玲。”蒋登才告诉笔者。

2015年下学期，小美玲到桥头铺中心小学
读一年级。为了让爸爸吃上热的早餐，她坚持每
天6点起床，自己梳头、洗漱好后，叫起爸爸走走
锻炼身体， 再煮好面条和爸爸一起吃了早餐才
上学。小美玲每天放学一到家，扫地后，就读书
写作业。

“活泼懂事的小美玲是班长，学习很认真，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不仅是老师的小助手，还
是班上后进生的小老师。”班主任唐秋玉介绍。

蒋登才说：“小美玲也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
学生、三好学生、孝心少年。”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晔）今天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全
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速突出环境
问题整改推进会在娄底举行，会议首次采用
电视问政的方式，直面问题，并通过电视录
播、网络直播并互动的方式向全社会公开。

“新化县4个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何进展
缓慢，什么时候能建好？”“娄底还有不少企
业没有安装在线监测排污设备， 什么时候
能实现全覆盖？”现场，针对新化县等5个县
市区政府和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共9个单位
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环境治理攻坚战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 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
现场表态， 通过网络直播面向全社会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整改到位时间。

活动现场， 组委会特意抽取了5位网友

的提问，让各责任单位现场解答。还向各个
责任单位交办了网友以及现场代表委员提
出的18个环境问题， 要求各责任单位5个工
作日内将整改措施反馈到市环委办。

“直面问题、面对群众，不回避不包庇，
好样的！”“政府开放态度、多种形式整治环
境，值得赞扬。”在网络直播平台，不少网友
纷纷留言。

目前， 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娄底交办的
245件信访案件中， 已整改到位215件，省
政府督查组对娄底开展环境保护专项督
查交办的58个环保问题， 已整改完成40
个。通过整治，今年1至9月，娄底中心城区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9.4%， 比去年
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为100%。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书金）由财政出资培训，把队伍
拉进大学。6日，岳阳市“两新”组织出资（负
责） 人专题培训班在湖南大学开班，50位
重点民营企业出资(负责)人参训，聆听了
省“两新”工委副书记罗缵吉讲授的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专题、省委党校教授牛磊的十
九大精神解读。

岳阳市委将“两新”党建纳入全市党建
工作总体布局，市委书记胡忠雄每月定期
听取工作汇报。今年来，该市新建“两新”党
组织1219个，“两新”党组织新增率持续排

名全省前列。全市“两新”组织打造了“巴陵
先锋先行”“我是党员我带头”等党建品牌。

为了提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水平，
岳阳市这次依托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举办培训班，为期5天，培训经费全部从市
财政年初预算的专项经费中列支。培训班
采取集中授课、 经验交流、 实地参观等形
式，邀请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领导与湖南
大学教授授课。“我们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撸起袖子加油干！”参加培训的道道全
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军满怀信
心地说。

8岁的蒋美玲用担当、孝心和双手给残缺的家撑起了一片天———

哪都不去，我要照顾爸爸
娄底“开门纳谏”加速推进环境治理
现场交办问题18个，要求5个工作日内回复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业红）11月6日， 张家界市召开
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决
定自今年11月起，集中开展扶贫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直至全市所有贫困村摘帽。

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出重拳，下猛
药，精准发力。重点治理自查自纠不严不实，
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问题整改不到位；组
织领导不力，落实“五个一批”“五基工程”“阳
光保障”“旅游扶贫” 等重大决策部署不坚
决、不彻底；执行政策变形走样，随意变通、
打折扣、项目审批把关不严；工作作风不实，
搞数字脱贫、形象工程、不作为、慢作为；“雁
过拔毛”，截留挪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贪
污侵占5个方面的问题。

据了解，专项整治第一轮集中大督查自
11月6日起行动，由张家界市纪委牵头，集中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力量，成立35个督查
组，采取暗访、随机抽查、重点剖析、实地走
访、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全市358个贫困村及
其帮扶职能单位进行拉网式、全覆盖督查。

张家界市纪委负责人介绍，为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今年来，张家界先后出台了《张
家界市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法》《关于进一
步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实施
方案》，明确了22条问责红线。一批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和
通报， 最近3个月， 全市38人受到党政纪处
分，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 追缴资金
232万元，退还群众资金50万元。

张家界集中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岳阳50名企业家赴湖大集训

11月7日，桂东县普乐镇文溪村，县纪委“廉情访谈”工作人员与群众交流。5月以来，该县
纪委开展廉情访谈活动，将全县1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分成40个小组，下基层走访倾听群众呼
声，及时了解第一手情况，收集第一手资料，掌握第一手动态。目前，工作人员在走村入户访廉
情的同时，还积极向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阳运斌 摄

廉情访谈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郭兰胜)11月4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援建桂东县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项目开工。
此前一天，中铁公司、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桂东县政府正式签订协议， 由中铁公司出资
2250万元、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监督管理、中
铁四局承建，为桂东县建设工业园区，以解决
桂东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问题。

据悉，该项目建设完工交付使用后，将定
位为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深加工、新能源以
及高新产业集中区， 可吸纳1600多人就业，
对桂东县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从2002年以来，中铁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定点扶贫桂东县。15年
来，中铁公司结合桂东实际，以教育扶贫为重
点，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金1010
万元，新建和改造校舍1.7万多平方米，先后
援建了桂东县二中、 沙田中学等16所中小学
校。同时，先后捐资284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4500多人次。

去年起， 中铁公司还把桂东县列为其精
准扶贫劳务基地， 每年大量输送桂东贫困人
员到中铁四局、中铁大桥局等单位务工。

解决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就业问题
中国中铁援助桂东建工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