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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历史进步的阶梯。
今年， 长沙市再次将全国文明城市

的荣誉揽入怀中。作为长沙市中心城区，
芙蓉区丰泉古井社区、 大同小学分别获
得全国文明社区、全国文明校园的称号。

一桌饭的温度
一桌饭有多热？ 芙蓉区用行动诠释

温度的含义。
今年芙蓉区朝阳街道发起“免费小

饭桌”活动，通过爱心捐款筹得资金，由
社区组织做饭菜，让年龄80岁以上的空
巢老人免费在社区就餐。

“这碗粉蒸肉又香又软， 您牙齿不
好，这个多吃点。”“紫菜鸡蛋汤营养还开
胃，我给您来一勺！”一碗碗饭菜，一句句
宽心的关怀，传递出首善之区的善意。

温暖不断扩散。芙蓉区用善心竖起一
个个坐标， 勾勒出首善之区的道德地图：

文艺路街道68岁的居民邱声俊37年如一
日照顾聋哑邻居； 中国好人池凤英70余
岁，仍奔走在小巷，为居民解难事、排忧
愁；民警刘头仔，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巡逻，
自愿担起老百姓的安全守护者……

据悉，芙蓉区常住人口39万，志愿者
达6万余名， 每6名常住居民就有近一位
志愿者， 每年有36万多人次提供志愿服
务。

一堂课的深度
在城市中有一群特殊的“小候鸟”，

他们跟随着父母离开家乡的青山绿水，
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因为父母
工作变动而不断“迁徙”。在芙蓉区丰泉
古井社区，社区、学校、家庭和志愿者共
同为“小候鸟”撑起了第二个家———放学
后的一堂课。

在这个家里，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
会教授孩子朗读国学， 课外陪同他们学
习，与孩子们一起游戏。

以经典传道德、以家史传家训，芙蓉
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还有着种种具
体而生动的载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向国旗敬礼”活
动 ，“阅读引领成长”未成年人读书交流
活动……一项项活动让未成年人在参与
中感化心灵；程潜博物馆、社区文化站、
隆平水稻博物馆、汉文化数字博物馆，一
个个文化阵地，让未成年人获知历史、感
悟未来； 都正街的庙会、 浏阳河的龙舟
赛，一个个传统仪式，让未成年人在现代
生活中体会传统韵味。

一张网的广度
在芙蓉区， 每个门店都有自己的网

格编号。楼栋、路段、门店，细分网格量化
管理；编号、分块、责任到人，丰富网
格化活动相关内涵，确保文明创建无
死角。

今年， 芙蓉区将全区划分为了
15个一级网格、81个二级网格、214

个三级网格。向违章建筑、“牛皮癣”广告
亮剑， 整治占道经营， 围剿空中“蜘蛛
网”，整治“杆线乱象”……每一次创建活
动，基层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居民群
众都参与其中。

同时， 每个网格均由副县级领导担
任责任领导， 负责网格内与文明创建有
关的市容市政、公共交通、市场经营、文
化活动等，及时协调、督促抓好整改。

如今走进芙蓉区,一个个社区公园、
街头绿地依次建起， 侵占公共空间的马
路市场没有了烟熏火燎、环境脏乱,老旧
小区犬牙交错的违章建筑被拆除, 老旧
的居民楼粉刷一新……一幕幕因文明创
建带来的变化, 彰显着芙蓉区创建惠民
的温度、深度、广度。

永州241名“民间河长”
守护“漫江碧透”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静)12月
23日中午，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民间河长”李龙来到位于永州
市冷水滩区河东的湘江边，查看河水水质，捡拾垃圾纸屑。

李龙告诉记者，他是永州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从今
年9月起，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冷水滩区“民间河长”。他
们经常去湘江边饮用水取水口附近的几个排污口查看，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目前，取水口附近的大小排污口都已全
部关闭，各项检测指标全部达标。

李龙说，任职3个多月来，他与其他几位“民间河长”同
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走遍了冷水滩区大大小小近30条河
流，向各级河长提出发现的问题、建议26条，并全部得到了
回复处理。“看到湘江水像小时候那样漫江碧透， 看到鱼儿
在河里欢快地游，我感到非常开心。”李龙笑着说。

据了解，永州推行“民间河长”以来，全市共有241名环
保志愿者担任了“民间河长”一职，其职责范围覆盖全市大
小河流164条，基本做到了境内每一条水域至少有一名“民
间河长”守护看管。“民间河长”们积极传播生态文明、监督
治理情况、开展保护行动等，共计向各级河长反映问题315
起，且大部分问题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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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塘经开区
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
2018年力争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增长20%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姿)记者从
12月22日下午召开的湘潭市岳塘经开区建设工作汇报会议
上获悉，该区2018年将力争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增长20%，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5%，财税收入增长20%，奋力打造“湖南商
贸第一区”。

与此同时，岳塘经开区还努力争创国家级物流园区，强
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步伐，全面推进竹
埠港新区建设，推动经开区商贸物流区、旅游休闲区、竹埠
港新区“三区”协同发展。确保到2018年底，竹埠港治理项目
基本完成，产业体系基本构成，配套格局基本形成。

岳塘经开区属于省级园区，于2013年挂牌成立。园区以
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为发展目标，以旅游观光休闲产业
为主导， 以现代商贸物流业为支撑， 不断加快产业集聚步
伐，不断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2017年，新增注册企
业35家，现有注册企业总数达181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20家。今年，已完成技工贸总收入253.6亿元，同比增长28%；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2亿元，同比增长16.3%；实现财税总收
入3.84亿元，同比增长20%。

张家界举行首届冬泳温泉节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田育才）今天上午，“冬泳

张家界 快乐温泉节”———2017张家界首届冬泳温泉节在美
丽的澧水河畔启动，来自河南、湖北等省和湖南省内各地市
的31支代表队近千人畅游澧水河，畅享张家界冬季美景。

“冬泳张家界 快乐温泉节”是张家界市集全市之力打
造“冬游张家界”品牌，是一次全面展示张家界神奇自然风
光、民族风情、独特民俗的旅游文化综合性盛会。包括千人
同游澧水河、混合冬泳接力赛、千人同游土司城、冬泳温泉
节篝火晚会等活动。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千人同游澧水河”和混合冬泳接力赛
活动中，来自省内外近千名冬泳选手挑战自我，畅游澧水河，
享受冬泳乐趣，展示冬泳风采。通过与澧水河的亲密接触，参
赛选手真正体会到了张家界的魅力。同时，活动吸引了大量省
内外游客和市民前来观赏，带动了张家界的冬季旅游。

经过激烈角逐，常德市武陵区冬泳代表队获得冠军，长沙
飞鱼冬泳代表队和沅陵县冬泳代表队获得亚军， 自治州冬泳
代表队一队、张家界百年大庸冬泳代表队、澧县冬泳代表队、
岳阳市冬泳代表队、长沙市冬泳代表队夺得第3名。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看芙蓉区文明创建的温度、深度、广度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琼 阳先登

冬日暖阳照在妻子喻小英的脸
上，周后期不时帮她擦擦嘴角。为了不
让妻子长时间卧床，趁着天晴，他把妻
子抱到屋外晒晒太阳。

喻小英从2000年患上帕金森病至
今，17年来， 吃喝拉撒全靠周后期照
顾。周后期不离不弃，守候着妻子。

周后期今年59岁， 是隆回县六都
寨镇张家铺村人。12月18日，记者来到
张家铺村，在一栋低矮的平房里，见到
了村民眼中的“好男人”周后期。周后期
精瘦、矮小，满是褶皱的脸上显得很平
静。

“曾经我也有个幸福的家。”周后期
面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1983年，他经
人介绍， 同本地姑娘喻小英结为夫妻，
婚后生下两女一子。 虽然一家人的日
子过得不富裕，却温馨美满。

1999年，喻小英出现小腿疼痛、行

动不便的症状，到附近医院治疗，没有
好转。2000年，为更好照顾妻子，周后
期将喻小英接到自己在珠海打工的地
方。同年4月的一天，收工回家的周后
期发现妻子痛苦地坐在凳子上， 小腿
疼痛难忍，不能走路。到附近医院治疗
无效，便辗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求
医，最终确诊喻小英患帕金森病。

“别担心，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治
病。”周后期这样安慰妻子。为了给妻子
治病， 他四处借债， 前后花费近30万
元，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变得一贫如洗。

妻子患病后，不能言语，生活不能
自理，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周后期。周后
期晚上睡觉也是半睡半醒， 不时要给
妻子翻一下身子。 每次给妻子喂饭，也
得慢慢来，一顿饭要喂半个小时。

为了给妻子赚点医药费， 周后期设
法在住所周边打点小工， 可工作期间也
要跑回去照顾妻子， 慢慢地没人再喊他
做工了。“他现在就靠耕种责任田土，年
收入也就三四千元。” 村民刘永忠同情

地说。
“由于要照顾妻子，周后期不能外出

打工， 还债和家庭开支全靠儿子打工和
已出嫁的两个女儿帮衬。” 邻居周后才
说。

妻子患病后，便成了周后期的“影
子”。为了照顾好妻子，周后期给她买了
手机，手机成了她的呼叫器，只要手机
响，周后期就急匆匆跑回照顾，然后又
急匆匆赶去劳作。 周后期不敢出远门，
到稍远的市场购物时， 就得用轮椅推
着妻子前往。

除了每天照顾妻子吃喝拉撒睡以
外， 周后期还经常抽时间用轮椅推着
她出去走走，透透气，晒晒太阳，让她感
受到有家人陪伴的温馨和幸福。

周后期对生病的妻子不离不弃，
在当地传为佳话， 被村里评为夫妻互
敬互爱的典范。“这样的男人真是世间
少有。”邻居阳爱红感动而又敬佩地说。

“只要妻子还活着，人还在，对我来
说就是幸福。”周后期对记者说。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 罗江丽 张燕

“贤弟替我来做媒，但未知千金是哪一
位？”

“就是我家小九妹， 不知你梁兄可喜
爱？”

近日，在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晓禾
阳戏剧团的一场演出热闹上演。台上表演的
戏曲改编自越剧《十八相送》，演员们唱出了
本土阳戏的韵味，台下掌声、叫好声不断。

阳戏在怀化已有300多年历史， 怀化
上河阳戏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作为上河阳戏的一支，晓禾阳戏
剧团成立于1998年，吸收了优秀阳戏传承
人近30人，为中方县文艺繁荣做出过突出
贡献。但受影视传媒等冲击，加上传承人
相继离开，前些年剧团渐渐没落。“我们很
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村里跑场子，再也没有
进行过系统培训。” 剧团骨干杨贤秀无奈
地说。

近年来，中方县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秉承“保护为
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加强对地
方戏曲的挖掘和表演艺术的提升，大力开展
“戏曲进社区”“演艺惠民巡演”等活动。并以
文化品牌建设为抓手，引进和扩大传承人队
伍，通过“传帮带”实现“活态传承”，串起散
落的文化遗珠。目前，全县共发展民间艺术
剧团86支，阳戏又遇上了发展的“艳阳天”。

中方县文化馆馆长胡康博介绍， 现任晓
禾阳戏剧团团长梁芳、 副团长丁丽芬是怀化
上河阳戏优秀传承人，是县文艺界“引老乡、
回家乡、建故乡”的典型。两人自筹资金8万余
元，为剧团购置戏服、道具和音响设备；改编
包装了《哑女告状》《半把剪刀》《阴阳错》等阳
戏剧目20余个；发展团员36名，其中3名为科
班出身的演员。

“如今，我们的表演形式更贴近时代，舞
台感也更强。”阳戏传承人罗秀元说。

下一步，晓禾阳戏剧团将紧密结合党的
十九大精神，创作一系列作品。“我们以传承
优秀民族文化、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己任，
让阳戏在文艺百花园中开得更灿烂。” 梁芳
说，2018年春节期间， 剧团将为群众免费送
去演出，让大家领略阳戏魅力，爱上阳戏。

李曼斯 周宇

黄墙黛瓦、 楹联高悬。12月21日，
笔者来到宁乡市坝塘镇村民钟正乾的
新家时， 他们一家4口正围坐在火炉
旁，取暖喝茶好不惬意。

“7月2日洪灾倒了房子，全家急
得整夜睡不着。 哪晓得10月份就搬
了新家 ，真是想都不敢想 。”钟正乾
边说边从柜子里翻出一本红色的小
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坝塘镇政府与
洪灾房屋重建户签订的承诺书 。薄
薄的两页纸上， 共列出8条事项。政
府承诺将按建房进度分阶段给予重
建户8万元补助，而户主也需信守承

诺 ，高效 、优质 、平安地完成房屋建
设。

“签字当天，镇领导、村干部、亲戚
朋友都签名作证了， 还有一些好心人
专门送来捐款和物资， 完不成怎么对
得住别人？”钟正乾铆足了劲干，当地干
部、亲朋好友铆足了劲帮。从8月开工
建房到10月初搬家，仅仅用了2个月时
间。

令人惊喜的是， 随着钟正乾迎来
乔迁之喜， 原本重病在床的父亲竟然
奇迹般地好转了。

“半只脚都踏进棺材了，没想到，好
日子还在后头。”79岁的钟爹爹利索地
将木柴钳入灶中， 笑说，“这样的好日

子，还想再过一百年。”
据了解，今年7月的洪灾给坝塘镇

造成了严重损失， 全镇倒塌房屋538
间，认定全倒户和D级重损户共117户。
为了激励群众抢抓建房的黄金期，除
了8万元的建房津贴外，该镇还对按期
按质完成建设的重建户最多给予3000
元的额外奖励。

“从实地勘察，到建成搬家，整个过
程都保留着相关签名和照片。” 坝塘镇
党委副书记张建军介绍， 截至目前，全
镇房屋受损户已全部完成修缮。117户
重建户中，已有62户入住新居，16户启
动装修，34户主体竣工，预计新年前可
全部搬入新家。

“好日子还在后头”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李兵兵 周凡晰 周勇军)12月23

日，澧县涔南镇团结村贫困户刘连贵收获一个小惊喜：镇帮
扶干部张滔将一个精致的保温杯送给了他。前几天，张滔在
收集贫困户微心愿时，刘连贵说：“自己身体有残疾，在外做
事时想喝口热水都不方便，想要一个保温杯。”

同一天， 黑马垱村80岁的严清东老人也收到了镇干部潘
冬至送去的新煤炉。这是涔南镇携手7个县直后盾单位，开展
“情牵贫困户，点亮暖心灯”活动的场景。

在新春到来前，涔南镇党员干部在走访贫困群众时，从
细微处入手，征集他们新年的微心愿。通过入户走访，共收
集贫困户微心愿698个。这些小心愿包括保温杯、电饭煲、棉
被、书包、米、油、肉等，看上去都是小小的需求，却承载着贫
困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活动组织者王平介绍，此次活动
不限形式、不限价值，只有一个标准，要嘘寒问暖，帮助每户
贫困户实现一个微心愿。

这些微心愿一经发布，立即被156名党员干部认领。

涔南镇帮贫困户圆微心愿

隆回“好男人”呵护瘫妻17年

只要妻子活着，就是幸福
阳戏再遇“艳阳天”

景美路畅
土屯村

12月23日， 航拍花垣县
民乐镇土屯村， 水泥路四通
八达。 今年， 该村完成了
13000多米的通组入户公路
建设， 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
汽车开到家门口的目标。

龙恩泽 摄

警方正全力追捕
新化涉枪案件犯罪嫌疑人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12月22日，新化县
发生一起涉枪案件。犯罪嫌疑人陈建湘，男，46岁，新化县公
安局民警，持枪致2人死亡。

案发后，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迅速启动重大案件侦办
机制，案件侦办、稳控处置正在有序进行。

初步查明，12月22日， 犯罪嫌疑人陈建湘持枪致邹某
（男，36岁，新化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段某某（男，58岁，下岗
职工）死亡。

目前，陈建湘携枪潜逃。公安机关已发布悬赏公告，正
组织警力全力搜捕犯罪嫌疑人。 案件进展情况将由公安部
门适时发布。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