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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3次流泪显真情 ，3幅标语刻心间 ，3个镜
头看担当……湖南日报连续推出 《脱贫攻坚
中的怀化乡村干部群像》系列报道，分别讲述
了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书记梁金华、 溆浦县
龙潭镇党委书记姜立刚、 中方县半界村党支
部书记向往的故事。 实干的作风、 担当的精
神、奉献的胸怀，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特质 ，折
射出脱贫攻坚之决绝、为民付出之真切、基层
工作之不易。

这3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把脱贫职责扛
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兢兢业业 、俯
仰无愧。 他们是我省脱贫攻坚战作风建设中
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是以干部辛苦指数换
来贫困群众幸福指数的先进典型， 也是我省
“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一个
缩影。

正是各级党组织、各地党员干部团结广大
群众，我省脱贫攻坚迈出历史性、决定性步伐。
过去5年， 我省共减少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底的13.43%下降到3.86%。
无数人为之艰辛努力的付出，为我省夺取脱贫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现在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到3
年时间。可以说，脱贫攻坚战，进入了冲刺阶
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贫困人口数占
总人口的比例降到10%以下时， 减贫就进入
“最艰难阶段”。即便再难，我们也要迎难而上!

打赢脱贫攻坚战，干部作风是保障。俗话
说，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带领群众翻过贫困
这座大山，也是如此。越是面对贫中之贫 、困
中之困、难中之难，越是不能有歇歇脚 、喘口
气的思想，越是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攻克最
后的贫困堡垒。 这就需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尽锐出战，拿出过
硬的作风、坚持到底的干劲，下一番“绣花”功
夫，以钉钉子精神驰而不息推进脱贫攻坚。

以优良作风尽锐出战， 要用心用脑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以开展脱贫攻坚作
风建设年为契机，保持战斗精神，突出问题导
向， 以问题的有力整改彰显推进脱贫攻坚的
政治忠诚度、政策执行力和工作实效性。号角
已吹响，曙光在前头，我们要一个战役接着一
个战役打，一个堡垒接着一个堡垒攻，在脱贫
攻坚的道路上高扬起一面面旗帜，用行动兑现
对党和人民的承诺，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伟业。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4月17日，采访向往，未见其人，先闻其
事。每个人谈起他，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向往在当地很有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一
把手”。一是因为小时候发生意外失去了半截手
臂，目前只能靠一只手正常工作和生活；二是他
现在在中方县桐木镇半界村任党支部书记。

向往的确不简单。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他
当民办教师时，所教的班在全镇排名第一，让
公办教师啧啧称奇。村小学整合后，他转行当
泥工，铺地板砖的速度和质量，让同行都自愧
不如，自此当上了小“包工头”。担任村文书期
间，一只手练就了绝活，打字的速度比一般人
还快。从不服输的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只手撑起了小山村的一片天。

一天的采访，有3个镜头深印脑海，让记
者看到了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担当。

【镜头一：一诺千金】
2017年4月上旬的一天，被选为半界村党

支部书记才一周的向往， 带领村党支部成员
来到该村1组，召开全组户主会议，就全村公
益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听取村民意见。

会议开始不久， 就开不下去了。“你一个
‘包工头’，放着钱不去赚，硬要当村干部，想
捞什么好处？”“过去你们干部承诺的事落实
了几件？又来忽悠我们……”村民们说了很多
难听的话， 更有个别村民说：“不要耽误我们
的时间，快点‘滚’”。

一时间，向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很快调
整了自己的情绪， 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见我
的行动再评价！”

【新闻延伸】
“当时感到很憋屈，后来换位思考 ，他们

讲得也有一定道理。 过去干部给村民承诺的
一些事，很多没有兑现，在群众面前失去了公
信力。”向往说，要想群众改变对干部的看法，
只有一个字，“干！”

白天跑项目筹资金，晚上整理资料、研究
对策， 他带领村干部不知疲倦地工作。5组的
江兴珍住在村部对面不远， 她说：“我经常半
夜看到向往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去年9月6日，向往患重感冒。从早上6时
忙到晚上12时，他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
在镇医院住了3天， 还没完全康复就出院了。
面对家人的责怪，他说：“村里还有很多事，住
得不安心啊！”

经过一年的奋斗，自来水通了，网络覆盖了，
手机有信号了，部分村组公路扩宽了，山塘渠道
也得到整修，全村过去很多想干的事都干成了。

更重要的是， 他的敢于担当， 把群众的
“心灯” 点燃了。 当初骂他的村民刘安福说：
“向书记一诺千金，干了实事，我们服了。”

“群众的心像土地，种一粒收千粒 。只要
我们干了群众盼望的事情， 就能收获群众的
心。”向往感慨地说。

【镜头二：老母翻田】
“你看别人家的田都插上秧了，而我们家

的田还没有动一下， 秧也没有了。 你忙不过
来，就花钱去找人用耕整机来翻田，要不这一
季就荒废了。”去年5月的一天清晨，向往的母
亲对即将出门的向往说。

“妈，我要陪扶贫工作队下组走访，等我
回来再说吧。” 向往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
便匆匆走了。采访中，向往告诉记者，当时手
头紧张，一时拿不出钱。

向往走访回来，眼前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老母亲颤颤巍巍地拿着锄头在翻田。 向往顿
时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新闻延伸】
“在邻居的帮助下，秧苗及时插下去了。”

向往哽咽着说，74岁的老母亲应该跟着我享
福，却跟着我受累，我真是内疚啊。但群众把
我选上了，我上要对得起组织，下要对得起群
众，只有擦干眼泪继续干。

妻子在县工业集中区打工， 孩子在读中学，
弟妹都不在本地，照顾老母亲的任务落在向往一

人身上。“人家都说我是小老板，实际就是一个打
工仔。由于讲诚信又讲面子，过去承包的小工程，
基本上是微利。又因人家赊账，至今还有好多钱
没有收回。现在每月工资只有1680元，没时间挣
其他钱，养家都困难。”向往吐出自己的辛酸事。

“当村支书，责任重，压力大，村里的工作事
无巨细都要做。向书记去年几乎都在上班，除夕
当天，也只休息半天，回家吃了个团圆饭。”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宽森说，老百姓对村干部的
期望值非常高，希望能及时解决问题。上级布置
的任务也多，村干部只能没日没夜地干。

“向书记，肯帮忙，有担当，对村民都很照
顾。村民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向他掏心窝 ，碰
到困难都想请他来解决。这不，前两天有小两
口吵架闹离婚 ， 都打电话要他到现场来解
决。”村民李复明说。

对此，向往说：“凡事站在村民的角度，为他
们争取合理的利益，他们自然会信得过你。”

李复明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向往追县委书
记送报告的故事。今年，县里起初给半界村下
达了11.8公里的通组公路计划， 后被县有关
部门压缩至6.2公里。对此，村民有意见，向往
一直想跟县领导反映。

4月22日，中方县委书记姜耀文来半界村
暗访，村民看到后告诉了向往。向往立即坐上
村民的摩托车， 追上已离半界村数公里的姜
耀文，向他汇报情况，递上报告。

【镜头三：万人赏花】
桃花艳，山村红。3月中下旬，半界村山

岭上1000多亩桃花盛开，村里举办了首届桃
花节。赏桃花、看文艺演出、品农家菜、购土
特产……桃花节可看可玩可购，十来天时间，
吸引了数万游客进山游览。

向往成了桃花节最忙碌的人。 作为总协
调，他既要指挥各项活动的开展，又要疏导交
通、做好接待。虽忙，他也高兴着。因为不少贫
困户增加了收入，打响了乡村旅游品牌，中央
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

【新闻延伸】
半界村山岭纵横， 平均海拔600米， 全村

285户人家零散分布在山岭半山腰上。 全村贫
困人口虽然不多，但离小康生活还有一段距离。

“没有产业支撑，致富就是空谈。”向往上
任后， 一直思考让群众走上一条长远发展的
小康路。根据生态良好、阳光充足的特点 ，村
党支部确定了发展水蜜桃、黄桃、高山葡萄等
种植业和乡村旅游业。

“向书记上任时间不长，但发展产业的实
事却办了不少。” 村文书杨冰冰如数家珍：村
办大米厂投产，消灭了村集体经济“空白”；以
36户贫困户为成员， 成立天沐种养专业合作
社，实现当年成立当年分红；全村发展水果种
植面积3600余亩 ，注册了 “桃亦村 ”商标 ，各
类农产品有了统一的品牌……

向往深知，要实现产业兴旺，半界村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乡村振兴战略给了我很
大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提出
了新要求。我还要在这方面努力，让村里越来
越好!”对未来，向往充满了向往。

向往：3个镜头看担当
———脱贫攻坚中的怀化乡村干部群像（下）

“家人过得好，我就觉得很开心”
———记“中国好人榜”孝老爱亲好人刘琼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洪琳）今天，20名电动装卸机械司机齐聚长沙
新港码头， 共同角逐首届长沙新港电动装卸
机械司机职业技能竞赛。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码头堆场的门吊前，
数个限高杆围成了一条通道。 选手们需操作起重
机从起点处进行吊装，沿指定线路通行，完成沿线
标杆旗触碰，最终将道具准确平稳落在指定处。

长沙新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辛华介
绍， 比赛旨在提高长沙港口生产作业人员技
术水平，加强生产安全管理规范。

目前，长沙新港三期工程建设正酣。按规
划，三期工程将新建2000吨级（兼顾3000吨
级）码头泊位6个、铁路专线1条。预计今年7月
将建成湖南首个汽车滚装码头， 届时将结束
湖南不能水运运输汽车整车的历史。

三期工程整体投产后， 长沙新港的港口
功能将进一步完善，成为集进出口集装箱、大
宗件杂货、滚装、散货装卸运输于一体，“水铁
公”无缝对接的现代化“黄金港口”。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樊佩君）今天，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自5月1日起，在全省全面实行申
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 工作制
度， 申请人只需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
可完成全部申办手续。

“只跑一次”工作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
容：优化办理证照流程，将原来办理证照需
要的制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材料提
交、面见核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不同时
间段、 不同场所的各个环节集中在同一时
间、同一场所办理。

“绿色通道”办证，增加紧急办证事项
范围，为紧急出国出境参加会议和谈判、签
订合同以及出国留学报到时间临近、 行前
证件遗失损毁等情况的人员提供“说走就
走”的加急办证服务。

“非工作日办证”，为上班族办理证照
提供周六、办证高峰以及节假日前延时、错
峰受理申请服务。

“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
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至20
日；“一张表单”，一人同时申请多本证件只
需交一张申请表，取一个号，并可根据申请
人需求同步寄送。

“一网办理”，申请人可利用互联网预
约办证平台提前预约， 方便申请人按预约
时间段到出入境接待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
手续； 提供申请人自愿选择双向速递邮寄
出入境证件服务。

同时，省公安厅还向全社会公布湖南省
实行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事
项清单，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部门业务咨询电话和24小时投诉监督电
话，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近几年，我省公民因私出国出境旅游、
探亲、商务等日趋增加。2017年，我省居民
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404万次， 同比增长
13.13％,�办证总量和年增长率连续多年位
居全国前列。

5月1日起

湖南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只跑一次”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湖南省种粮大户协会今天在长沙成立，这
也是全国第一个种粮大户协会。

记者从成立大会获悉， 至2017年底，
全省流转耕地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
17.6万户，其中500亩以上2239户，1000亩
以上1019户。种粮大户流转耕地面积达到
1566.4万亩，所产粮食占到全省总量的“半
壁江山”，种粮大户产出的商品粮占到全省
商品粮的95%以上， 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主力军。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种粮大户是

发展现代农业、振兴乡村的骨干力量。省农
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邹永霞在成立大会上
提出，协会作为种粮大户的“婆家”，要充当
好种粮大户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发
挥好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作用， 引领种粮大
户成为粮食生产“提品质”的排头兵、“转方
式”的带头人、“增效益”的领头雁，推进全
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据悉，协会首批204个会员中，受到国
家和省政府表彰的种粮大户179个。 大会
选举湖南农夫科技集团为会长单位， 该集
团董事长陈春芳当选首任会长。

湖南省种粮大户协会成立
全省17.6万个种粮大户所产粮食占全省总量的“半壁江山”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通讯员 兰志荣
记者 彭雅惠）“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4月25日下午，省审计厅31名
新任职处级干部庄严宣誓，承诺忠于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这是省审计
厅首次组织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宣誓。

“作为监督部门，应该带头以实际行动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树立‘四个意识’，彰显宪法权威。”厅党
组书记、 厅长胡章胜表示， 通过向宪法宣
誓， 审计干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
的意识将进一步加强， 把依法行政落实到
各项审计工作中，依法审计，依法决策，依
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

新任职审计干部向宪法宣誓

司机大比武
新港竞风流

湖南首个汽车滚装码头7月建成

以优良作风尽锐出战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谷雨时节，乍暖还凉。蓝山县祠堂圩镇
祠市中学围墙后的小河边， 戴着深度近视
眼镜的刘琼正接放学的外孙回家， 满脸的
慈爱。

刘琼今年52岁，在家中排行最小。因家
庭困难，刘琼读完初中后，家里没钱供她上
学了。面对失学的现实，生性坚强的她擦干
眼泪：“我要出去打工挣钱， 让家人不再受
苦！”35年里，刘琼先后在广东做过会计、普
工和保姆， 每月的工资除留下少量生活费
外，全部定期寄给了家里。

1988年，三哥发生意外离世，留下还
在襁褓中的侄女。22岁的刘琼接过抚养侄
女的接力棒：“宝宝不哭， 姑姑就是你的妈
妈。”刘琼含辛茹苦把侄女拉扯大。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长期心情郁结，
母亲因此疾病缠身，需长期服药。孝顺的刘
琼做家教，当保姆，身兼数职，只为多挣点
钱给母亲治病。

2005年， 母亲患脑血栓卧病在床，小
便失禁。“妈妈，女儿在家照顾您。”从此，刘
琼守在母亲的病榻前寸步不离。 每天早早
起床，伺候母亲擦洗干净、穿戴整洁，再喂
药送饭，无微不至。

“妈，我扶您起来洗一洗。”母亲略显肥

胖，刘琼便请姐姐帮忙搀扶，隔三差五就帮
母亲洗个热水澡。到了晚上，刘琼又把一盆
热气腾腾的洗脚水端到母亲面前。

有了刘琼在家照料， 母亲每天总能穿
上干净舒适的衣服，面色逐渐变得红润，跟
邻居有说有笑。“我满女待我特别好。”老人
经常对人夸刘琼。

在家照顾母亲，没有了收入，生活变得
越来越窘迫。大姐的丈夫车祸身亡，二姐患
有骨髓炎和糖尿病……一大家人生活艰
难，没有任何依靠。

“再大的困难也要挺过去！”利用照顾
母亲的间隙，刘琼先后帮外甥、外甥女照看
小孩，既让他们腾出双手专心工作，同时晚
辈也会给点辛苦费，好补贴家用。

“侄女、外甥、外甥女家里10个小孩，
有9个由刘琼带过。”二姐刘鸾姣告诉记者，
刘琼这一辈子总是想着别人， 连自己的婚
事都给耽误了。

本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不少好心
人帮忙上门说媒， 但男方一听说要上门照
顾老人， 当即打起了退堂鼓。“我不能丢下
妈妈！”刘琼从此放下终身大事，一心一意
守在床前侍奉母亲。

2016年，83岁的母亲安然离世。 处理
完母亲的后事，刘琼又来回奔波于北京、蓝
山两地，帮侄女带小孩，照顾二姐一家。“家
里哪里需要人手，我就在哪里帮忙。家人过
得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刘琼的理由朴实
无华。2017年7月，刘琼获评“中国好人榜”
孝老爱亲好人。

去年， 侄女给了刘琼1万元生活费，刘
琼硬抽出4000元塞给二姐，“二姐去年建
了新房，她比我更需要钱”。

“等二姐儿子结婚了，我还要帮他们带
小孩。等小孩都长大了，我就在门口围起篱
笆种种菜、养养鸡，然后终老。”谈起今后的
生活，刘琼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点评
35年打工养家，12年寸步不离地服侍

娘亲，52岁依旧未嫁，刘琼用自己的靓丽青
春，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孝”字。“家人过得
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刘琼的话，朴实无华
却令人动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
平。正因为一个个如刘琼般的普通群众，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孝老爱亲”，才使得我们
的社会变得如此温暖而美好！

� � � �刘琼 通讯员 摄

流转土地催生产业农民
4月26日，道县濂溪万亩蔬菜基地，菜农操作机器犁地。近年，该县农民流转土地近万亩

给农业公司作为蔬菜基地，基地提供给农民400多个就业岗位。农民获得土地流转费，
还能在基地务工，成为产业农民，获得双份收入。 何红福 何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