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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戴勤 通
讯员 黄该祥 肖秋成）12月25日中午，新邵
县巨口铺镇白云铺村党支部书记唐太平来
到地里，看着连片生机盎然的油菜，眼里充
满憧憬。 他告诉记者， 如今村党支部凝聚
力、战斗力空前提升，带领村民不断拓宽增
收渠道。今年，村里利用冬闲农田种植油菜
1050亩，预计每亩可收入1200余元。

2016年9月新邵县委新班子履职以
来，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用党建引领
促进各项工作开展。 县里制定了县级领导

联系指导乡镇工作主要职责、整治村干部
作风突出问题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严管
干部。 实施县级领导基层党建联点制，13
名县委常委联系15个乡镇和村（社区），其
他县级领导分别联系1个村（社区）。

在压实责任的基础上， 新邵县突出抓
好村级换届后问题整改。为此开展了4大专
项整治百日行动，大力整治干部作风不实、
农村矛盾突出、村级债务财务不规范、村痞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等问题， 一大批矛盾纠
纷得到调处化解，群众满意度稳步提高。同

时，设立50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引进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人才120人，其中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23人； 提拔重用35岁以下优
秀干部31名，激发了干部队伍活力。 此外，
投入5亿元，新建、改扩建村级综合服务平
台382个，新建美好社区16个、乡镇干部小
套房767套，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党建“堡
垒”。

新邵县多轮驱动抓党建，营造出讲
纪律守规矩的良好政治生态，广大干部
干事创业蔚然成风，脱贫攻坚、经济发

展、综合治理等工作风生水起。在脱贫攻坚
中，易地扶贫搬迁1201户4839人，并建成
万亩中药材、万亩猕猴桃、万头黑猪、十万
羽麻鸭等特色产业基地， 带动42135名贫
困人口稳定增收。 今年，将实现25593人
稳定脱贫、60个贫困村出列。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刘道辉 刘晓武）“没想到啊，政
府为我们购买的这份保单， 如今竟成了
我母亲救命钱的来源。有了这笔钱，可以
好好为母亲安排以后的生活了！ ”日前，
在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双丰村举行的现
场理赔会上， 死者王建武的女儿王畅收
到4万元理赔款时这样说。

王建武是雨湖区农村低保对象，不
久前在一次交通意外中死亡。 王建武妻

子患重病动过手术，女儿王畅出嫁在外，
这一意外事故让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
霜。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2017年，湘潭市
为全市在册的低保户、 贫困户购买了意
外伤害保险， 王建武家属可获得保险公
司4万元的身故保障理赔。

2017年， 湘潭市在做好城乡低保
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还为全市近
17万名像王建武这样的城乡低保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意外伤害险和

综合保障保险， 并纳入全市10大重点
民生实事工程， 着力解决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和贫困家庭在意外事故及生病
遭灾时的救助问题。 为此，湘潭市财政
共计投入1551万元，其中，意外伤害险
保费标准为每年30元/人，最高可获得
4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障及最高1万元的
意外医疗保障；综合保障保险家庭保费
标准为每年60元/人。

今年来， 湘潭市财政部门继续调优

财力支出，以最大增量投入民生事业，倾
力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预计全年公共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
13%，超过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5
个百分点， 连续多年保持较高增长。 其
中，市本级投入6155万元，实现59个省定
贫困村摘帽退出。 全力支持精美湘潭和
文明城市创建， 累计投入“创文” 经费
12.2亿元， 助力湘潭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

“我看岳阳新变化”
市民代表检阅
岳阳市政府工作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陈徐恩）今天，岳阳市政府组织市民代表开展“我看岳阳新变
化”考察活动。 来自岳阳楼区、云溪区、君山区、岳阳经开区、
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的62名市民，考察了中心城区2017
年产业发展、港口建设、交通建设、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20
个重点工程。

2017年，岳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四大会战”，城乡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向广大市民展示岳阳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报告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岳阳市政府组织了

“我看岳阳新变化”考察活动。 今天早上，岳阳市市长刘和生
发出了《致市民代表的一封信》，还与这些代表进行交流。“以
现场观摩的形式，向大家报告政府工作，请大家检阅政府工
作，接受大家的评判，听取大家的意见。 ”他坦诚地说，“大家
有什么好建议、好想法，可以打12345热线，可以写信到‘市
长信箱’，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

岳阳市政府秘书长刘传汉带领退休干部、教师、医生、工
人、家庭主妇等市民代表，深入一线考察。第一站来到岳阳市
12345公众服务热线话务大厅。 曾多次拨打这个热线的市民
彭女士说：“今年5月我反映平江县余坪镇危桥———张冲桥的
改造问题，现在危桥改造工程已经动工。 这是一个真正服务
民生的热线！ ”

在建设中的南湖大桥工程主桥上，岳阳市公路局副局长
吴岳新介绍说：“主桥明年1月20日就能通车。 ”亲眼目睹黄
姑塘立交桥、临湖公路、杭瑞洞庭大桥等路桥网的变化，市民
代表连连点赞。

辰溪1256户群众
告别破房住新房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杨剑 唐杰）
12月22日， 辰溪县黄溪口镇大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舒象文
搬进了新房。 他家以前挤住在破旧木房里，今年被纳入农村
危房改造对象，在政府扶持下新建了一栋砖房。

今年来，辰溪县将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作为重点民生实事
工程来抓，从严格规范申报程序入手，将“住房最危险、经济
最贫困农户”确定为优先考虑对象，从源头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让民生工程真正惠及民生。 该县制定了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到23个乡镇，对危房改造任务工程
质量进行监督检查。采取“竣工一批、验收一批、发放一批”的
方式，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进行集中发
放。

今年截至目前，该县农村危房改造竣工率达100%，入住
率100%，补助资金发放率100%。 全县完成危房改造1256户
（其中精准扶贫危房改造984户），超省、市下达危房改造任
务300%。

讲述地方故事 传递美丽乡愁

连环画里看
《浏阳故事》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隆）今天下午，由浏阳市委宣传部、市文
联组织创作，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浏
阳故事》连环画丛书，在浏阳市卡乐书城
举行首发式。

作为寓教于乐的通俗读物， 连环画
深受少年儿童乃至成年人的喜爱。《浏阳
故事》连环画丛书收录了《易雄就义》《菊
石恋歌》《谭唐喋血》等十册连环画，讲述
了从东晋到现代有关浏阳特产、名胜、人
物的十个故事。 其中，既有浏阳哺育的历
史名人，也有发生在浏阳的历史事件，还
有流传在浏阳的民间传说。

全套丛书由浏阳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
者历时4年共同完成，文字作者以浏阳的骨
干作家为主，绘画作者多数是“90后”青年
画家，书名则由浏阳十位书法家分别书写。

首发式上，与会领导、专家对丛书的创
作出版给予好评：“大胆起用年轻人担纲重
点文艺创作项目，正是‘敢为人先’的浏阳
精神体现。 用连环画的形式来讲述地方故
事，传递美丽乡愁，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展南

“今天，我们能聚到一起真不容易。
42年了，庄文和我都老了，要是梅生还
在世就好了。 ”12月26日，现住在长沙的
原省建四公司卫生处副处长、职工医院
副院长周金罗，特意来到双峰县永丰镇
城中社区许家组彭庄文家中，与42年前
的救命恩人彭庄文以及因舍己救人而
牺牲的蒋梅生的后人聚在一起。 71岁高
龄的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42年
前的动人故事，讲到动情处，老泪纵横。

1975年夏天，在湖南医学院（现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 读大学的周金罗来到
双峰县中医院实习，并担任实习组长。 当
时双峰县中医院院内有一口20多米深的
饮水井，供全院的医生、病人饮用，可有一
天突然井水发臭，无法饮用。 医院派职工
彭从庆下井检查， 发现是一只已腐烂的

死猫堵在水管口， 于是租了一台柴油机，
准备抽干井水并清洗。 可抽水机在作业
中出现故障，彭从庆和机手下井去检查。

刚下去不久，听见机手在井下喊：“里
面缺氧，快拉我上来。”大家手忙脚乱地把
他拉了上来，彭从庆却没有上来。 大家不
停地喊，里面只有回音没有应答。这时，原
冰厂职工、 退伍军人蒋梅生正背着12岁
的孩子来看病，见井边围了不少人，有人
在喊救命。 于是，他把生病的孩子往椅子
上一放，沿着水管直接滑下去救人。 不一
会，里面传来蒋梅生的声音，喊：“我一个
人不行，还下来一个。”在场的周金罗赶紧
下去，两人合力将彭从庆系上绳索，让众
人拉上去， 可周金罗和蒋梅生却因缺氧
而昏倒了。

这时，原永丰镇卫星大队（现城中社
区）的彭庄文过来了。他马上自告奋勇，带
着手电筒下去了。 下到井里，只见周金罗

昏倒在放抽水机的木板上， 蒋梅生摔进
了水里。 彭庄文只能先抱起周金罗，系好
绳子， 上面的人立即把他和周金罗拉上
去。上去后，彭庄文也昏倒了。在场的人们
马上送他们到医院急救。 当时的周金罗
只有微弱的心跳，经过8个小时才抢救过
来。 后来，同是卫星大队的汪正国又下井
把蒋梅生救上来，但是，年仅30多岁的蒋
梅生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事情发生后， 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双峰县发出向舍己救人英雄学习的号召，
县文工团还把他们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

英雄，从来都不是偶然。一直以来，彭
庄文就被邻居亲切地称为“110”，当地有
邻里纠纷、夫妻矛盾，都是请他去调解。周
金罗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更与他的救命
恩人彭庄文亲如兄弟。 现在，他的孩子们
都从事医疗事业， 一家人更是经常奉献
爱心。

邻里互助“打报工”
通讯员 邓浩波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冬日的暖阳温暖着大地，也温暖着人心。 12月25日，安
化县滔溪镇文溪村村民王雄辉趁着晴好天气， 加紧修建新
房。 在帮他建房的队伍中，有陈伟志、陈社友、李爱国、李良
开等免费来帮工的同村村民。 王雄辉多年来靠打零工和省
吃俭用攒下6万多元，又跟亲朋好友借了8万元，新修了100
多平方米的平房，目前房子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在滔溪镇流传着一种习俗，不管哪户村民遇上建新房等大
事，周围乡邻会免费来帮忙，互助共济，这在当地叫“打报工”。

陈伟志在王雄辉家“打报工”，按现在的工价，每天工钱
在150元以上，但他一分钱不要。 他说：“我们这里盖新房都
是你帮我、我帮你，很久以来都是这么搞的。 ”

盖房子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在滔溪镇农村，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如果有人盖新房，乡邻都会来“打报工”，除了泥
工、木工等技术工稍微有点工钱外，副工、小工都是免费的。 因
此，那时虽然比较贫困，但谁盖新房子，都能顺利盖好。

世纪更替，时代在变，但“打报工”这个习俗延续了下
来。 王雄辉说，除了“打报工”，附近许多村民还时不时地给
他家送些新鲜蔬菜， 他翻修新房的临时住所也是邻居无偿
提供的，这为他建房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

滔溪镇党委书记文燕青说：“‘打报工’ 体现了亲仁善
邻、和衷共济的传统美德，值得发扬下去。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李忠华 谢永强 ）12月25日
上午，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河上桥
片区“五小”水利（小水窖、小水池、小泵
站、小塘坝、小水渠）建设现场热气腾
腾， 施工队正分别对8口山塘加紧清淤
整修，新修改造高标准渠道3公里，预计
本月底完工。

北塔区地处衡邵干旱走廊， 近年

来，该区始终坚持“五小”水利建设精准
滴灌脱贫攻坚工作，在规划、立项上重
点向贫困村倾斜。 按照项目效益到贫困
村、贫困户的原则，由各乡街道组织摸
底，区农林水局汇总核实归类，制定“五
小”水利5年建设规划，并根据规划建立
项目库。 各涉水部门在规划一盘棋下，
从项目库中认领、实施项目，从而推进
靶向兴水扶贫。 3年来，该区共整合资金

1020万元发展“五小”水利。
该区以茶元村、沐三村两个“五小”

水利示范点建设为契机，在全区努力打
造“渠成网、田成方、渠通畅、水流畅”的
田园风光和“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水
景乡村。 茶元村去年被列入全国乡村旅
游扶贫重点村，依托五星级休闲农庄金
泉溪农庄，兴修8口山塘，明年春，将打
造为邵阳市区居民赏油菜、蔬菜、花卉
苗木，垂钓休闲的首选之地。 全区还兴
建10处供水工程， 目前已全部完成，将
实现农村居民100%喝上安全自来水。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通讯员 李
焱华 吴英）今天，泸溪县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法官杨明松与书记员再次深入
偏远的苗乡小章乡川峒村开展“上门回
访”活动。 村民张川双说：“杨明松法官
到我们家门口开庭审案，给我们上了一

堂法制教育课。 这次又来看望我们，嘘
寒问暖，真的很感动。 ”

近年来，泸溪县人民法院结合土家苗
寨实际，开设苗语法庭、假日法庭、预约法
庭、农忙法庭等特色法庭，选择具有典型
性、代表性的案件，开展巡回审判进乡镇、

进村寨、进农家、进学校、进企业“五进”活
动，将庭审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减轻群
众诉累。 对智障、残疾当事人推行上门立
案、上门送达、上门调解、上门回访“四上
门”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该院开展
“四上门”服务1500余次，开展审判“五
进”活动183场，巡回审判开庭120余次，
解决简易纠纷41件， 化解突发性事件9
次。

圭塘河生态引水
重现碧波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
文）历时一年、投资数亿元的长沙圭塘河
引水工程日前竣工并全面通水。 这是记
者从今天开幕的长沙市雨花区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获得的信息。

作为长沙的一条内城河、 浏阳河的
一级支流，圭塘河以前被称为“长沙的龙
须沟”，局部水质达到劣V类。雨花区去年
决定建设圭塘河生态引水工程， 将浏阳
河水引入圭塘河。 该工程全长8公里，主
要包括河道生态补水、 新建金屏湿地等
项目。首先从浏阳河引水，同时筹建水域
面积达1000亩的金屏湿地公园，引来的
水将流经该湿地公园， 净化后再汇入圭
塘河，从而改善圭塘河水质。

靖州交警尝鲜
执法过程直播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龙俊霓）12月25日， 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交警部门对交警执法行为进行了首
次现场直播。

当晚， 靖州交警大队举行微直播上线
仪式。 直播一开始，交警通过手机介绍了当
天重点查处的是酒驾， 以及靖州今年以来
酒驾查处情况。 每当交警查处违法行为时，
直播交警会用手机拍下查处过程， 并在一
旁介绍现场情况。 通过讲解相关法律法规，
让直播执法过程成为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靖州交警大队相关人士表示， 直播
执法过程不仅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而
且能最大程度确保执法公平公正， 让每
次执法行为都经得起检验。

湘潭财政为民生加油
市本级投入6155万元，实现59个省定贫困村摘帽

党建引领促进各项工作

新邵干部争干事创业

老百姓的故事

新闻集装

一个尘封42年的感人故事

北塔区“五小”水利成扶贫利器

泸溪法院开展巡回审判“五进”活动

庭审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

给山区孩子
送温暖
12月27日， 保靖

县清水坪镇清水坪学
校， 志愿者与孩子们
一起玩游戏。 近日，广
东“麦田计划”组织志
愿者来到该县，为9所
中小学校的贫困学子
赠送了学习用品、防
寒衣物等， 让山区孩
子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

俞采华 刘清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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