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3456789.:;<=>/0?@AB&.CDEFGHIBJKLM5.KN*+
,-3OPQ'RSTKKUVWXYZ7[\]3'S'^KUA'S_`abKU "#$% )cdefagheijklm

! ! ! ! !!!"#$%&'"!"#$%&'(!")*
"!!()*"+!,-./012'34.56789:;<=>?@.ABCDEFGH

GIJKLM?LNBCFGO+P.QPR0SCDE&'TUVW<XV)Y*
#!+,-."SZ+Y.[#\M]'(^_+<`\abcdefgchijkclmno*
$!+&/0"#"$%p &q &%rst ' q $ru
%!+&12"SZvwxy+Pz{|}~ $~ $&& �
&!+&34"())*+,,-./-011*/0234015,66-./.-,7589:0.();< ������*
'!5678"=>?@A%&>%=BC@ @?B>'@==?!'

!"#$%

! ! ! ! !!!(#9"��#D���$B.k#$%.}Z�$.!"��!�$
"!:,;."SZ+Y.[#\M]'(���pDE(^_+<`\abcdefgch

ijkclmno*
#!+&/0"&=$%p &q &%rst 'q $B ru
$!+&<2"SZvwxy+Pz{|}~ $ ~ $&& �
%!+&34"())*+,,EEE0(5/E8:0234015,59E/,2F.-:-,7589:0();<
&!5678"=>?@A%&>%=BC@ @?B>'@==?!'

&'()%

!"!#$% !"&'()$% !"#$*+,-./0/12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要闻 05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肖军 通讯员 段世铜

2017年3月，新晃侗族自治县林冲镇天堂
村来了一名年轻女警。 她叫张世莲， 身材瘦
小，戴着眼镜，怀里还抱着一个娃。听说她是
来扶贫的，村民在背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是
来“镀金”的，有人说她到村里一次就不会再
来了。

1月28日，再次谈起张世莲，村里干部群
众无不对她竖起大拇指。

一家“扶贫人”

今年28岁的张世莲， 是怀化市公安局第
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

2017年3月初，正在休产假的张世莲看到
单位微信群里发出通知，要抽调一名年轻、懂
电脑、 有农村工作或生活经历的民警下村扶
贫。

“我在农村长大，对农村有特殊的感情，
让我去扶贫吧。”张世莲主动请缨。

考虑她小孩才4个月大，所领导婉言拒绝
了。

“我婆婆陪我驻村照顾小孩。”张世莲再
次找到所政委潘冬生，笑嘻嘻地说，村里空气
好，有利于孩子成长。

拧不过张世莲的执拗， 所领导答应了她
的请求。

2017年3月13日，张世莲抱着小孩，与正
在休假的丈夫以及怀化市公安局工会主席、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郭建辉一起， 来到了天
堂村。

天堂村位于新晃西南部林冲镇， 平均海
拔在850米以上。进村第二天，张世莲和村干

部走访摸底，中午抽空回来给小孩喂奶，晚上
整理资料。孩子哭闹，她把孩子哄睡后再轻轻
爬起来加班。

入村没几天，张世莲感冒了，随后，小孩
也感冒了。 张世莲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好
在，丈夫给她加油打气，说不能“虎头蛇尾”。
所领导也打电话来询问， 增添了她驻村扶贫
的信心。

丈夫休完假，婆婆接过“接力棒”进村照
顾孩子。2017年8月，婆婆农忙回家，张世莲的
母亲又来村里替班，一家人都成了“扶贫人”。

一台“活电脑”

“别看小张妹子身体单薄，干起工作来一
点不含糊。” 天堂村党支部书记杨绪精说，张
世莲是一台“活电脑”。

2017年5月23日， 林冲镇组织召开低保
户、贫困户重新识别评议会。天堂村是由5个
村合并的， 新的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对一些评
议对象情况不太熟，评议工作差点陷入僵局。
这时，张世莲站起来介绍情况，她对村里评议
对象的情况如数家珍， 赢得在场人员一片掌
声。

“活电脑”缘于一双勤快的腿。张世莲随
队长跋山涉水，对全村贫困户逐一走访，然后
开出产业脱贫“药方”，种植冬桃、高山蔬菜
等。

80亩冬桃产业园采取“村集体+能人大户+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待丰产后，各方将按投
资比例进行分红， 预计贫困户户均年增收可
达3000元左右。

贫困户李培新有种养经验。 在制定脱贫
“一户一策”时，扶贫工作队为他开出的“药

方”是：发展大棚蔬菜和养殖山羊。
说到“大棚蔬菜”，李培新摇头说，启动资

金就得好几万元，弄不起。
“你大胆干，我们一起想办法。”在张世莲

鼓励下， 经各方努力， 李培新的大棚建起来
了，还养了70头山羊。如今，他家已脱贫摘帽。

一副热心肠

说起张世莲， 村民杨深钟夸她有一副热
心肠。

2017年，张世莲第一次到杨深钟家走访，
杨深钟要求帮他5岁的孙子俊俊上个户口。俊
俊的父母因为没有领结婚证就生育， 导致孩
子没上户。

“天堂村有5个贫困村民的孩子，因种种
原因迟迟未能上户。”张世莲说，她为此写出
专题报告，交到怀化市公安局分管领导手中，
并向局领导、人口管理支队详细汇报，最终解
决了上户问题。

“小张扶贫济困的事做了一箩筐。”村委
会主任潘启涛讲了一个故事。 村民吴跃华是
退伍老兵，因公负伤致残，生活艰难，儿子学
费无着落。张世莲知情后，和队长一起，精心
作文并配图，发到队长郭建辉的战友微信群。
一月内，为吴跃华筹集善款3万余元，并向上
级部门为其争取救助金2万元。

一年帮扶，天堂大变。冬桃产业园、光伏
发电站建起来了，入户道路硬化工程完成了，
村民还用上了自来水， 村里老年人活动中心
也建成了。更重要的是，提振了村民们脱贫致
富的信心。 村民杨秀辉说：“有党的精准脱贫
政策，有扶贫工作队倾心帮扶，天堂村一定会
成为美丽的天堂。”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夏太鹏 ）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准
桂阳县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据悉，
桂阳县是我省最早的人类居住地之一，
自汉初设郡2200多年来， 桂阳历经郡、
府、直隶州、县等多种行政建制，是我国

历史上经历较多地方建制种类的郡县地
名“活化石”。全县古宗祠、古戏台、古石
刻、 古书院、 古桥梁和古村落建筑群众
多，全国罕见。目前，全县保存不可移动
文物共97处、140个点， 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37项。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彭业忠 通讯员 彭玉函

1月25日下午，一辆载着2.3吨白菜的大货
车，从花垣县上高速驶向深圳。望着远去的货
车， 向水生长舒一口气：“这下， 乡亲们放心
了。”

向水生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统
战部驻花垣县双龙镇补毫村帮扶干部， 担任
村党支部第一支书。他没想到，自己几天前在
微信朋友圈发一条信息， 帮村民们卖掉了60
吨积压的白菜。

1月17日，向水生接到邻村洞冲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李均超发来的求助信息：“洞冲村种
的200亩大白菜严重滞销， 这是施农家肥、没
打农药的有机菜， 求帮助我们村31户贫困户
销白菜。”

向水生将这条信息发到微信朋友圈，引起
远在广州的广东湘西商会会长宋军、监事向德
华关注。向德华随即求证白菜栽种、销售情况。
随后，宋军在商会微信群里，把情况进行了说
明，并发动会员购买白菜，价格为到广州每公斤
2元、到深圳每公斤2.4元。一石激起千层浪，家
乡的乡亲们碰到困难，牵动着商会会员们的心。
宋军带头订购5000公斤， 其他会员也纷纷订
购，5000公斤、1000公斤、2500公斤……不到
半天，有30名商会会员共订购白菜60吨。

订购信息被转发给向水生， 向水生又将
其传给洞冲村。

细心的宋军还联系安排好一家公司代理
购买及发运，又找了一家物流公司负责运输。

万事俱备，只等白菜。1月24日，湘西下着
冰冷的细雨，气温接近零下3摄氏度。洞冲村

组织村民冒着严寒下地收割白菜， 先用农用
车将白菜运出乡道， 再转到在高速路口等待
的物流公司的大货车上。

1月25日，装载着首批2.3吨白菜的卡车上
路了。因天寒地冻，高速路上部分地段结冰，
运输车辆的安危牵动着商会会员们的心。

“路上结冰了，不要冒险过来，乡亲们的
钱我们照付。”微信群里，宋军再次喊话。

“会长这句话最感人”“支持会长，不要冒
险过来，白菜我们照样认购”……会员们纷纷
在群里响应。

经过近2天辗转，1月27日下午4时， 货车
终于到达最后一个送货点———广东佛山。押
车的洞冲村村委会主任龙慧权在电话中对记
者说：“第一批白菜安全送到， 回去再准备第
二批。”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陶学永 胡向科）近日，省卫生计生委
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残
联、省红十字会等部门赴邵阳市邵阳县，开
展“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慰问活动，看望麻
风村住村病人。

1月28日是第65个“世界防治麻风病
日”，也是第31个“中国麻风节”，主题是“创
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湖南是全国9个
麻风病重点防治省份之一， 据省卫生计生
委通报，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发现麻
风病患者17324例，治愈15680例，现有治
愈存活者3619人。2017年， 全省新发现麻
风病例22例。经过全省各级专业防治人员
的不懈努力， 我省麻风病流行得到有效遏
制，年发现率从最高年份1958年的2.74/10
万（1098例）下降至2017年的0.033/10万

（22例）， 目前全省只有9个县市区没有达
到消灭麻风病标准（患病率小于1/10万）。
根 据 《全 国 消 除 麻 风 病 危 害 规 划
（2011-2020年）》的目标要求，至2020年，
我省麻风病疫情达不到消灭标准的县控制
在4个以内， 现症病人要较2010年减少
50%， 麻风残疾患者都能得到最大水平的
康复。

专家表示，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麻风病发病率低，绝大多数人都有免疫力，
即使患病， 麻风病患者坚持服用抗麻风药
物一周， 能够杀死体内95%以上的麻风杆
菌，基本不具有传染性。同时，经过规范治
疗，麻风病可以完全治愈。目前，国家对麻
风病的诊断和治疗实行免费政策， 部分畸
残患者还可以通过手术进行康复或部分康
复。

湖南日报评论员

新一周首个工作日，天空终于放晴；久
违的阳光， 预示着湖南境内这场大范围雨
雪冰冻天气的影响力开始转弱。

然而，在上班途中发现，一些相对偏僻
地方、不属于交通主干道的路段，依旧被坚
冰覆盖，行人走得是颤颤巍巍，车辆行驶得
小心翼翼，打滑、抛锚、冲倒护栏的车辆时
有所见。

初露的太阳，短时间内还不足以消除
路面结冰带来的不利影响。据气象部门的
预报显示 ，未来几天内 ，长沙乃至全省大
部分地区，仍将继续维持在零摄氏度以下
的低温天气，路基上融化的冰雪如不及时
清扫 ，路面结冰现象仍将可能延续 。有鉴
于此，很有必要来一场全民扫雪除冰大行
动，人人动手，各人自扫门前雪、各家自除
门前冰。

对于这样的倡议， 可能会有人感到疑
惑：不是有市政、环卫、交通等一干职能部
门吗？不是有那么多志愿者吗？或许会有人
说，有大型除雪机械上路，还需要挥帚抡铲
这类的手工劳动吗？

的确，从本月25日起，各地公共服务部
门的干部职工顶风冒雪、 通宵达旦上路除
雪破冰，大批志愿者付出了艰苦努力，但要
清除路面冰雪、确保城市运转畅通，保证市
民正常的生活秩序， 仅靠这支力量远远不
够；同样，大型道路清扫机械功效高，但只
适宜主干道清扫，对于诸如人行道、背街小
巷、小区马路等转弯背角的地方，就显得力

不从心了。这些区域点多面广，既是城市畅
通有序的神经末梢， 更是市民日常集中活
动区域。

倡导各扫门前雪、各除门前冰，就是要
组织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 最大限度减少
低温冰冻天气给生产、 生活带来的不利影
响。事实上，这几天很多家庭、单位就是这
么做的。

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通常包含着
“自私 ”“各顾各 ”之类的贬义 。然而 ，现代
文明社会 ，自负其责 ，却是责任共担的重
要途径 ，属于公民的基本义务 。在一些发
达国家 ，“自扫门前雪 ” 不再只是一种道
德约束 ，早已上升为刚性的法律规定 ：大
雪袭来 ，如不及时清扫出安全通道 ，就必
须承担法律责任 。 我们国家虽然没有类
似法律条文 ，但 “门前三包 ”的规定 ，同样
是约定俗成。

恶劣天气通常能检验出一个城市的
温度 。事实上 ，自然灾害面前 ，没有看客 ，
人人都有一份该担负的责任 ， 不能光盼
着别人替自己 “负重前行 ”。职能部门 、志
愿者首先承担的更多属于公共领域的责
任 ，自己眼目所及的地方 ，比如自家门口
的进出路 、小区道路 、单位周边 ，也要等
别人来动手 ，于情于理怎么也说不过去 。
完成好自己的义务 ，还有时间 、能力替他
人搭把手 、帮点忙 ，就能形成道德层面的
升华。

全民动手、人人参与，向来是我们解决
社会层面问题的有效方式。 人自为战而又
互帮互助，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抱着娃儿去扶贫
———记全省“最美扶贫人物”、怀化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张世莲

求助朋友圈 爱心潮涌动

来一场全民扫雪除冰大行动

桂阳跻身省历史文化名城

我省开展
“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慰问活动

2017年新发现麻风病例22例

1月29日，长沙
市开福区湘江风光
带的梅花竞相绽
放， 非常漂亮。近
来， 长沙市区一些
公园、 绿化带的红
梅正悄然盛开，阵
阵芳香袭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红梅绽放
俏寒冬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孙
水清 ）近日，在由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组
织的金融服务景区桃花源座谈会上， 当地农发行、
农业银行、长沙银行、民生银行分别与桃花源景区
管委会签订框架协议，共给予桃花源景区28亿元金
融支持。

据介绍，自2017年8月试开园以来，桃花源景区
已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500
万元。根据常德市“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部署，
桃花源景区管委会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力争在
2018年通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价，力争
到2020年，全面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此次获得
的金融支持，将主要用于该景区书院路、景观坝、消
防站、客运站以及酒店等方面的建设。

桃花源景区获28亿元金融支持
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