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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王炜)“我住院治疗费全免， 要感谢政府的健康
扶贫好‘药方’。”近日，从益阳市赫山区新市渡
卫生院出院的贫困老人李吉和，对前来督查健
康扶贫工作的赫山区纪委监委驻区卫计局纪
检监察组成员由衷地说道。

李吉和所说的健康扶贫“药方”，是赫山区
从7月13日全面打响的“健康扶贫百日会战”，
精准施策，举措精确到户、精准到人、精准到
病， 极大减轻了因病致贫的贫困户负担。“药
方”有一味“药”是从8月1日开始，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
算”服务，实现“交一次资料、一张卡结算”，在
区内乡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
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达95.6%。分级
转诊到区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报销比例达
92.3%；分级转诊到区外定点医院住院的，报销
比例达80%。同时，贫困患者享受意外伤害、自
然灾害保险补偿、民政医疗救助保障、医院减
免保障、财政兜底保障等多重保障。

“药方” 上， 同时还有推进村卫生室建
设、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多味“药”。赫

山区有行政村卫生室169家， 目前51家搬入
了村民服务中心，其余在今年底前将全部搬
入。区卫计系统还组建了121个团队，对辖内
4899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提供免费签约家
庭医生健康管理， 为他们分类建立台账，个
性化、规范化服务。目前，常住地能签约的贫
困对象完成签约100%。

赫山区卫计局督查小组与驻区卫计局纪
检组一起， 先后两次对全区21家公立医疗机
构全面督查时发现， 贫困群众对赫山区健康
扶贫工作满意度达99%。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向群 张奇平 阳新

11月4日，秋阳暖人，稻谷飘香。上午10时
许， 记者来到省级贫困村衡南县三塘镇三福
村。在贫困户唐跃春的鱼塘边，两台衡阳市区
来的鱼罐车正在装载鳜鱼。

唐跃春穿着下水裤， 带着村民正在鱼塘
捕捞鳜鱼。“今天，衡阳市的鱼贩来收购鳜鱼，
这次我们卖了500公斤鱼，盈利2万元。”唐跃
春感激地说, 多亏县委书记杨洪峰的帮扶，才
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

今年45岁的唐跃春，初中毕业后，一直在
家务农。他说，他有兄弟两人，在上世纪90年
代，哥哥、嫂嫂因患病相继离开人世,留下一对
年幼的侄儿、侄女需要抚养。“当年，年逾六旬

的父母体弱多病，全家5口人蜗居在不足50平
方米的两间土坯房里。” 唐跃春告诉记者，
1994年，土坯房因年久失修倒塌。全家借住在
其叔叔家长达14年之久。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2016年9月，衡南县
开展精准帮扶活动，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党
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 杨洪峰与贫困户唐
跃春结成了帮扶对子。

“当年11月，杨书记第一次走进借住房时。
我爱人抱着孩子看见有客人进门，吓得躲起来
了。”唐跃春回忆说，杨洪峰特地嘱咐驻三福村
扶贫工作队长，替他患精神分裂症的爱人小谭
办好特殊门诊，减轻了医药费负担。两年来的精
心治疗，现在小谭的病情得到控制。

按照省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唐跃春一家符
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每人享受25平方米的安置

住房。随之，三福村村支两委帮助他全家，按政策
申报了125平方米的易地扶贫搬迁住房。 去年12
月18日清晨，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唐跃
春穿戴整齐，率领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房。

2016年以前， 唐跃春仅靠耕种5亩薄田养
家糊口。“要想早日摘掉头上的贫困帽， 发展产
业是根本出路。”杨洪峰鼓励唐跃春因地制宜发
展超级优质稻产业和鳜鱼养殖，尽快脱贫致富。

今年2月， 唐跃春在衡南农商银行贷款5
万元，分别在三福村细塘组、发展组流转68亩
稻田种植超级优质稻， 还承包了31亩水塘养
殖鳜鱼。

“今年，超级优质稻获得了好收成，亩产达
850公斤，盈利5万多元。”唐跃春说，他养殖的鳜
鱼俏销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供不应求。仅9至
10月，已销售鳜鱼3100公斤，盈利15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爱菊

【名片】
吴楠，1987年10月出生。在蓝山县汇源

瑶族乡喝着山泉水长大的他，2009年满怀
青春的憧憬南下广东寻找远方的梦想。一
年后，吴楠被家乡的乡土乡情吸引，义无反
顾地返乡当起了农民， 在广袤田野播种希
望。2016年当选永州市政协委员。

【故事】
这些天， 吴楠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几家

“扶贫车间”，接送贫困户员工参加县里的扶
贫培训，调度几家“扶贫车间”赶工出货，忙
得连家都顾不上。“带领一帮农民兄弟创业，
虽然有些累，但是感觉很自豪。”吴楠说。

2008年，还未高职毕业的吴楠，凭着过
硬的模具设计实操能力，被冷水滩区一家企
业录用。一年后，不安分的他又南下广东大
朗，成为一家台资企业的模具设计骨干。

“高楼大厦终究不如乡土乡情亲。”在
广东，吴楠尽管工作很出色，薪水可观，但

日复一日的车间流水线作业， 让他那颗不
安分的心开始躁动。

2010年初，吴楠狠下决心，带着积攒
下来的20万元资金回到蓝山创业，在塔峰
镇古城村龙家塘承包600亩农田， 开启新
的人生篇章。

然而，创业艰难。吴楠第一年每亩田只
收了250公斤谷子。吴楠认真反思，买回水稻
种植书籍潜心钻研，并跑到县农业局向专家
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吴楠慢慢悟出了一些
道道。第二年，吴楠的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青春的荷尔蒙在田间地头尽情挥洒。
2012年，吴楠与人合伙注册“同心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 并一口气买回收割机、植
保机、烘干机等多台现代化农机设备。有了
机械化农机设备相助， 吴楠参与耕种和代
耕的农田逐渐发展到6000多亩，种粮年收
入稳定在20万元。

2016年当选为永州市政协委员后，吴
楠把目光投向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身上，
不少留守老人从事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劳
动，经济贫困；一些留守妇女劳动负担重，
生活压力大。如何让他们有效增收？

今年年初， 吴楠与同乡冯友发夫妇合
伙注册湖南鼎力家庭有限公司， 随后在祠
堂圩镇蓝屏村开设第一家“扶贫车间”，通
过外贸渠道优势， 把藤编家具订单引进扶
贫车间生产， 让农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学习
藤编技巧，实现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经过半年经营，吴楠一步步把扶贫车间
开进偏远乡村和瑶族村寨。目前，开办藤编
家具扶贫车间4家，合作办厂5家，为200多
名贫困群众和留守劳力提供了增收机会。

现在，吴楠的最大愿望，是在农村培训一
大批工匠型藤编能手， 为两年后扩大生产规
模、引进藤编家具全产业链储备人才资源。

健康扶贫开出精准“药方”

唐跃春过上了好日子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 李涛

为一张15元的游泳票，就带队越
权执法、挟私报复；被纪检监察组谈话
提醒，却“反咬一口”、诬告纪检监察组
工作人员。

11月9日， 在衡阳市召开的典型
案例通报暨警示教育大会上， 衡阳市
纪委监委严肃查处的该市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邓某违纪案与其
他5起案件一同被通报。

据了解，今年8月的一天，邓某
带着小孩到该市某游泳馆游泳，只
买一张票就要下水。 工作人员要求
其按规定补票，邓某态度蛮横，公然
叫嚣：“我是安监局的！”然而，他的
叫嚣却碰了“钉子”，工作人员依旧
坚持要求其补票。无奈之下，邓某只
好补了票。

从游泳馆回来后，邓某越想越气，
当天下午便打电话给游泳馆所在区域
安监部门负责人：“明天安排人跟我去
游泳馆查一查！”

第二天刚上班， 邓某就气冲冲地
带队前去该游泳馆检查。 无奈未到营
业时间， 游泳馆没有开放， 邓某吃了
“闭门羹”后，转而去该公司所属的另
一个游泳馆检查。

“没有安全管理员证，没有制定应
急预案，安全通道没有打开……”邓某
要求对方有关负责人赶到现场， 在游
泳馆巡查一圈后，严厉指出问题。直到
下午3时，邓某仍没有消气，又返回之
前的游泳馆检查。

“他是昨天来游泳馆不买票的那
个人！” 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了邓某。

但邓某故伎重演， 下达行政执法文书
后扬长而去。

一系列“动作”后，一切果然“如其
所愿”。游泳馆负责人“低头服软”，主
动找邓某协调处理。

“必须限期整改， 不然就要罚
款！”在自己的办公室，面对游泳馆负
责人的登门道歉，邓某感觉“扬眉吐
气”， 半推半就收受了一张游泳卡的
“赔礼”。

然而，令邓某没想到的是，游泳
馆负责人与市纪委监委驻市安监局
纪检监察组的工作人员相识，便向其
讲述了事情经过。该工作人员随即将
情况向纪检监察组负责人报告。纪检
监察组掌握情况后，决定对邓某提醒
谈话。

“安监部门对游泳池不具备执法
主体资格，越权执法会引发矛盾，要慎
重执法、冷静处理！”邓某当面认领了
问题。但是，他一出门就将这些抛之脑
后，反而质疑纪检组“利用职权干扰执
法，充当企业保护伞”。

“刚送了游泳卡，纪检监察组就找
上了门，肯定是在‘钓鱼执纪’！”第二
天，邓某书写了情况说明，并递交给单
位领导， 表示要举报纪检监察组违纪
违规问题。

单位领导多次告诫他， 举报要有
真凭实据。但邓某仍然固执己见，甚至
口出狂言， 在不同场合表示要找纪检
监察组麻烦：“纪检监察组哪个找我，
我就搞他！”

一时之间，纪检监察组充当“保护
伞”“钓鱼执纪”的谣言，在该单位传得
沸沸扬扬， 一度对纪检监察组的正常
履职造成严重干扰。

“不偏不倚，查清查透，用证据和
事实说话！”2018年9月， 衡阳市纪委
监委收到举报材料后， 成立专案组对
反映的问题实行“一案双查”。

经查， 邓某反映驻安监局纪检监
察组“钓鱼执纪”、干扰执法和充当“保
护伞” 的问题失实。 邓某违反组织纪
律，诬告纪检组工作人员；违反群众纪
律，超越职权乱执法。经该市纪委常委
会议研究， 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责令市安监局免去其副支队长
职务，并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仅仅因为一张15元的游泳票，就
越权执法、挟私报复，这种耍特权、抖
威风、泄私愤的‘病症’背后，是特权思
想、官僚主义等‘病根’在作祟。”衡阳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邓某的
“前车之鉴”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时刻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敬畏权力、谨言慎
行、遵规守纪、恪守本分，切实为人民
履好职、服好务、用好权。

■采访手记

公权岂能为私用
张斌

该案中，主人公选择报复执法、动
用公权为自己私用“泄愤”，乃至造谣
诬告、口出狂言，让人不禁感叹：好大
的“官威”呀。

这“官威”背后，其实是特权思想、
官僚主义作祟的表现，有一点点权力，
就敢“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公权姓“公”，岂能私用？作为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要树牢群众观念，强化服
务意识，切实为民履好职、为民服好务。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曹娴）长
沙市岳麓区钰龙天下小区二期， 最近新添
了几个漂亮的大柜子，看上去像快递柜，实
则为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小区居民用手
机操作， 即可在家门口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回收，并获得“绿色收益”。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种“小黄狗”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机由数个回收箱组成， 配备
一个触控电子屏幕， 不同的回收箱分别回
收金属、塑料、纺织物、纸类等可回收垃圾。
用户在电子屏上输入手机号码，或使用“小
黄狗”APP扫一扫，就能打开柜门，将垃圾
分类投放。设备对投入垃圾进行智能识别、
称重， 并根据市场价格计算返现金额。随

即，用户手机就能收到现金返还。
收取的垃圾集中进入分拣中心， 细分

后再进行资源化利用。 小黄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完全市场化运营，
所有回收机均为免费铺设。目前“小黄狗”
在长沙铺设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21组，累
计回收废品2万余公斤。

长沙市岳麓区城管委透露， 已在观沙
岭、望岳街道等7个小区试点推广“小黄狗”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至今年底，将在全区
机关单位、学校、居民小区内全部安装到位。

据悉，凭借“物联网+智能回收”的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创新模式，“小黄狗”入选商务
部今年的再生资源创新回收模式案例。

吴楠：
带领农民兄弟
创业很自豪

吴楠 杨雄春 摄

神奇“小黄狗” 分类“吃”垃圾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现身长沙

� � � �为15元游泳票报复执法，被纪检监察组
约谈却“反咬一口”———

耍官威的副支队长栽了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镜观其变

改革开放前，人们穿着款式单调，灰、蓝、绿等
颜色的衣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耐穿、耐脏、
简朴，就是当时服装的最大特色。伴随着改革开放，
人们的着装随之改变。从上世纪80年代喇叭裤的大
行其道，到上世纪90年代连衣裙、健美裤等风格多
样的服装不断涌现， 再到21世纪时装的设计个性
化、 新潮化……人们穿衣观念不再仅仅是保暖、实
用，也开始讲究时髦，着装逐渐变为了张扬个性。如
今，对女性来说，出门最尴尬的恐怕就是“撞衫”了。

小图：1986年12月19
日，常德澧县，市民在市场
选购服装。 陈小鹰 摄

着装：从灰、蓝、绿到彩、潮、酷

大图：10月28日，长沙市解放路与黄兴路交会处，着装时尚的市民。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