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小红，生日快乐！”6月20日16时，永州市零陵
区接履桥中心小学贫困学生小红走出教室， 一位白
发老人带着礼物向她祝贺生日，小红既激动又兴奋。

知情人介绍，这位老人是永州市侨联原主席、归
侨李体坚。李体坚1999年退休后，长年帮扶山乡贫
困女童,前不久，他被评为“中国好人”。

李体坚祖籍广东梅州，1939年9月出生在马来西
亚柔佛州。13岁时父母离异，李体坚被迫辍学打工。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李体坚的一些同学陆续
回到祖国。同学们来信告诉他，祖国负担贫困归侨的
学费。这个消息，让李体坚很高兴。

1954年，李体坚在同学资助下，只身来到长沙，
进入明德中学就读。1965年， 李体坚从湖南师范学
院中文系毕业。

此后，李体坚先后在衡阳、永州任教。1990年至
1999年，他担任永州市侨联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
席、主席。

“没有祖国，哪有我？”李体坚对祖国充满感激。
他把祖国的恩情牢记心间，努力回报社会。退休后，
他投入全部精力，资助山乡贫困女童。他认为，关爱
女孩，就是关爱一个民族的未来。在他带动下，全家
人积极参与，经营餐饮的儿子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李体坚不仅资助贫困女童钱、物，还跟踪关怀受
助贫困女童的性格培养，帮助她们健康成长。

今年刚为人母的红云， 是李体坚资助的第一批
贫困女童之一。红云说，当时，家里发生变故让她面
临辍学，她还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呆在家里不肯出
门。李体坚得知情况，走20多公里山路赶到她家，耐
心开导她，带她到学校报到，还经常到学校来与她谈
心。终于，她消除了心里的阴影。如今，她已是广州一
家公司的中层骨干。 她说：“现在我在工作上遇到困
难，仍然习惯向李爷爷求助，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
我，鼓励我直面人生，勇敢前进。”

2006年，李体坚在走访贫困女童时，发现接履
桥中心小学没有食堂、澡堂，他立即资助23万元，在
学校建起多功能食堂及澡堂， 还资助学校办起了学
生合唱团。2008年6月，李体坚资助39名女童，赴长
沙参加“支持奥运、迎接圣火”活动，增强她们的国家
荣誉感。

近20年来，李体坚先后捐款捐物100多万元，资助
贫困女童300多名，并帮助一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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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刘育东 记者 杨军）6月29日，桃江县鸬鹚
渡镇蒋家村公路拓宽硬化项目在紧张施
工。在3月底，该村已整改部分电力线路，增
设了5个变压器台区， 改善了村民用电状
况。村民对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村党支
部竖起大拇指。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蒋
家村党支部过去软弱涣散，经过整顿，已脱
胎换骨、由弱变强，获得群众好评。

近年来， 桃江县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

级党组织，为其“补钙壮骨”，推动基层党建
“提质增效”。该县首先通过走访群众、召开
党员大会等，多方了解村级党组织情况，对
班子配备不齐、班子不团结、服务意识差、
服务能力弱、 群众意见大的软弱涣散党组
织进行整顿。之后,为所有软弱涣散党组织
选派“第一书记”与驻村（社区）帮扶工作
队，并确定由县级领导“一对一”“多对一”
联点抓整顿。 整顿以问题为导向， 对症下
药、“一村一策”，并将每条整改措施、每个

帮扶项目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实施跟
踪式、痕迹化管理；同时,每个月对软弱涣
散村（社区） 党组织整顿工作开展一次督
查，督查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今年，已
整顿提升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26个。

经过整顿， 桃江县选优配强了软弱涣
散村级党组织班子， 并采取措施帮助新的
班子成员增强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 充分
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为群众多办实
事，重新赢得群众信任。沾溪镇洋泉湾村党

支部新班子引进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发展
龙虾、大闸蟹等水产养殖，解决了村里一些
劳动力就业，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已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并获评全国旅游扶贫
村、省级卫生村等。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何蔚 谢菲)“蒋爷爷， 这是最新的党员
阅读资料， 我给您送来了。”6月26日中午，
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街道五里堆社区专职
党建员唐丹利用午休时间， 为社区老党员
蒋林宇送去学习资料。 蒋林宇见到唐丹高
兴不已， 对这位年轻党建员赞不绝口：“像
我孙妹子一样，做事踏实认真，我们都很喜

欢她。”
随着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提高、 内容增

多，村（社区）党组织人手不够、力量薄弱、
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 岳塘区专
职党建员因此应运而生，并配备到所有61
个村(社区)，实现全覆盖。了解和掌握社区
党组织的组织状况、党员的思想状况，检查
督促党员过好组织生活，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是专职党建员的重要工作。作为
专职党建员， 从不太熟悉业务到“行家里
手”，唐丹只花了3个月时间。翻开她的党建
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工作职责、活
动内容、注意事项等。打开手机微信，大大
小小10个关于党建的工作群，传递着党建
知识、党建活动、党建工作动态等。

岳塘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配

专职党建员，是岳塘区委加强基层组织人
才队伍建设的创新之举。平均年龄只有29
岁的专职党建员队伍充满激情和活力，在
工作中争当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之间的“连
心桥”、党组织书记的“参谋长”、群众的
“贴心人”。“新鲜血液”的注入，充实了基
层党建力量，也进一步筑牢了基层战斗堡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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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为村级党组织“补钙壮骨”

“一村一策”整顿软弱涣散桃
江

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专职党建员实现全覆盖
岳
塘
区

7月3日，洪江市龙田乡涝溪村村民李仕九（右一）的柰李园，农业局经作站农技人员在分析落果、黑果原因。几年来，老李种植的
柰李年年丰产，今年入夏以来，柰李树出现大量落果、黑果和开裂现象，农技专家诊断为土壤用肥单一，缺钙、硼等营养元素所致，并
提出解决方案。 杨锡建 黎华山 摄影报道

农技专家柰李园“出诊”

爱洒女童报恩情
———永州归侨李体坚老人

资助贫困女童300多名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谭智莉 ）6月28日，桂东县纪委在
新坊乡召开返还群众涉案款物现场会，
将该村村支书扶少游以办理危房改造名
义而收取的工本费3200元， 全部集中退
还给16户群众， 并将该村村主任吴德锋
挪用的村集体资金13500元现场返还给
村委会。

“一手抓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一
手要把拔了的‘毛’还回去，切实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桂东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阳运斌表示，今年截至目
前，全县扶贫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共立案32件， 处分15人， 问责处理46
人， 追缴资金72.31万元， 返还群众资金
30.79万元，坚决做到追缴清退违纪资金
应退尽退，确保被“拔了的毛”一笔一笔
还回去。

据了解，今年来，桂东县纪委坚持问题
导向，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
突出排查督查、快查快结、问责曝光，力斩
“雁过拔毛”黑手。通过开展“廉情访谈再出
发”、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畅通信访
举报渠道，广泛收集问题线索；采取自办、
交办、督办等方式，加大核查处理力度，真
正做到有案必查，查案必严，严查快办，对
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

力斩“雁过拔毛”黑手
桂东集中返还群众款物

通讯员 王玖华 贺勇专 黄显鹤

“感谢扶贫政策，感谢扶贫干部，2017年我家顺
利脱贫了。”近日，双峰县荷叶镇两头塘村残疾村民
韦保珍， 对着前来走访的双峰县财政局的扶贫队员
连声道谢。

现年45岁的韦保珍是位肢体残疾人，1998年与
王立明结婚，婚后夫唱妇随，勤劳治家，结婚后生下
一对儿女。4口之家生活虽然清淡，但也和和美美。

村支部书记邓伟说：“别看韦保珍腿脚不便，但
她舍得做事，结婚20年来，耕种田土，都是她一人忙
碌，家中经济负担依旧很大。”

2014年， 韦保珍家被评上了村里的低保贫困
户，2017年该村确定为双峰县财政局的扶贫村，韦
保珍一家列入帮扶对象。

2017年3月， 县财政局帮扶责任人胡志高左手
提米，右手提油来到家中，详细询问了韦保珍家庭情
况、致贫原因，不久又为韦保珍从县产业办贷来5万
元贴息贷款，买来2头牛、2头猪、60只鸡、40只鸭，韦
保珍还承包了8亩田，加上自己的2.5亩共10.5亩，全
部插上双季稻。

刚开始，因没掌握养殖技术，碰上禽畜生病就束
手无策。韦保珍不怕难，自己请教兽医买药，边喂边
干，边干边学，逐渐掌握了鸡鸭育苗、猪牛喂养、饲料
配制、动物防疫等整套工作细节和技巧，养殖越“养”
越顺手了。她承包的10多亩田也没落下，春夏秋冬，
她一瘸一拐地走在田里，不辞辛苦劳作。

2017年春节时， 韦保珍按市场价销售鸡、 鸭、
牛、猪，共获收入2万多元；粮食也丰收，除留足口粮
外，还卖了5000多元。一年时间里，一个贫困残疾人
家庭实现了脱贫。

残疾家庭“走”出贫困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洋）
近日，南县中鱼口镇艳洲村的一批青壮劳动力，又一
次自发投工投劳于村里正在建设的老年活动中心和
敬老院。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父母，看着火热的施工场
面，讨论着、憧憬着村里大好人严光耀即将带给他们
的晚年幸福生活。

从艳洲村走出来创业的严光耀， 如今是宁波萌
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前不久，中鱼口镇和艳洲村
两级开展以情招商，打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严光耀。
回乡考察后，严光耀已有到南县投资的初步意向，并
先行拿出1000万元，在村里修建一家高标准的老年
活动中心和敬老院，让家乡的老人们老有所乐、老有
所养。

据悉，该项目投入使用后，所有管理费用也由严
光耀负责。届时，艳洲村及周边的老人们都可以到这
里来休闲娱乐、安居养老。

南县严光耀
回村捐资千万元

建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刘医生，我爸的脚疼得厉害，麻烦你
过来看一下。”7月3日，天还没亮，江永县源
口瑶族乡大田村乡村医生刘满英， 接到了
一组村民刘道财的求诊电话。 一组离刘满
英家有两公里的水路。

青山隐隐，薄雾朦胧。刘满英使劲地划
着小船往前赶。20多分钟后，小船靠岸，她
又步行10多分钟山路，才到达刘道财家。

刘道财的父亲名叫刘助怀， 瘫痪在床
10多年了。由于长时间患病，手痉挛、腿萎

缩，每隔十来天就发病一次。10多年来，只
要父亲不舒服， 刘道财就会打电话请刘满
英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刘满英
从没推脱过。

“从刘医生家到我家， 租船过来也要
钱， 可刘医生给我爸看病从来不收出诊
费。”刘道财说，每次出诊，刘满英都会小心
翼翼地给老人扎针，守在老人身边拉家常，
直到吊瓶里的药剂打完才会离开。

大田村地处源口水库南端、 萌诸岭山
脉之中，素有九分山水一分田之说，是江永
县最偏远的贫困山村之一。村庄属水淹区，

有6个村民小组，村里300多户1200人散居
在方圆20公里范围内。

在大田村，村民出山一般都得坐船。但
晚上出船不安全，因此，一旦天黑，船夫很
少出船。但病由不得人。怎么办？刘满英只
得自己划船， 这对于不会游泳的刘满英来
说，是极其危险的。

即便这样，刘满英还是有求必应，且不额
外收取出诊费。去年的一个深夜，刘满英被一
个急诊电话吵醒。刘满英立即从床上爬起，拎
上药箱， 带上手电筒直奔停靠在水库边的小
船。由于月黑风高浪急，小船在风浪的吹打下

摇摇晃晃，靠近岸边时被一股巨浪掀翻。回想
当时的情景，刘满英至今仍有些后怕。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 刘满英不仅要为
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而且还经常挨家
挨户走访，为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
人等重点人群建立健康档案；对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及有需求的重点人群， 提供上门
健康咨询、回访和指导服务。

20多年来， 刘满英总计出诊、 健康咨
询、回访等上万次，救治数百人。她默默坚
守在这片淳朴而熟悉的土地， 把最美的青
春奉献给了这片大山。

划着小船去出诊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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