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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詹娉俏

大范围低温雨雪天气把三湘大地
抛入“气候大考”，对于民政人来说，还
面临一个大考：省级机构改革，好些职
能分离出去了， 新的三定方案尚未到
位，人员归属不定、人手缺乏难补、人
心观望难静。

双重“大考”面前，承担最底线民
生保障重任的全省民政人，在省委、省
政府坚强领导下， 用忠诚和奉献交上
了一份“温暖答卷”。1月3日，省领导到
省民政厅现场调度抗击冰雪工作时，
肯定全省民政系统对于这场突如其来
的恶劣天气“预防早，行动快，工作实，
效果好”。

不打无准备之仗
省民政厅党组认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落
实“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去
年12月，省民政厅党组3次研究冬春救
助等民生工作，连下4个文件，部署“迎
新春送温暖” 困难群众慰问，“寒冬送
温暖”专项救助，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 做好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等重
点工作。面对全省低温雨雪天气，层层
建立了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 厅党组
书记、 厅长唐白玉要求全省民政系统
扎实做好困难群众防寒御寒、 服务机
构安全管理等工作， 保证困难群众温
暖安全过冬。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全省预拨
2019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
62.46亿元， 紧急下拨冬春救助资金
2.38亿元。 启动“迎新春送温暖献爱
心” 活动， 省级整合临时救助等资金
3.74亿元，市县筹集1.9亿元，募集社会
资金2300多万元，总量达到5.87亿元，
一大批棉被、棉衣等御寒物资，紧急驰
援贫困地区，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祥和过年。

去年12月29日下午， 长沙气温降
至冰点以下。 唐白玉等人来到芙蓉路
立交桥地下通道等地， 了解流浪人员
生活情况，嘘寒问暖，送上棉衣棉被等

御寒物资，劝返劝回。随后，他们又来
到长沙心悦养老广济桥养护院等养老
机构， 暗访和检查取暖消防等安全生
产工作。元旦假期，省民政厅组织机关
30名干部在全省暗访， 用行动点燃温
暖，用问题敲响警钟，紧抓消防安全不
放松。

困难救助雪中送炭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这个冬天

我过得安心了!”去年12月30日，面对
冒着雨雪送来棉衣棉被、大米、食用油
等生活用品的县民政局干部， 新田县
骥村镇刘家山村村民、82岁的特困人
员刘承岱高兴地说。

冰雪阻挡不了民政人牵挂困难群
众的脚步，他们聚焦社会救助，主动担
当， 进行精准专业走心的救助， 送棉
被、送棉衣、送食品，农村留守儿童、留
守老人、 留守妇女在这个大雪弥漫的
冬天更加得到关爱保护，67万户困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娄底市民政系统取消元旦假期，
民政干部深入街面里巷， 给五保户低
保户等困难群体送温暖，到敬老院、福
利院等福利机构排查安全隐患。 市局
紧急拨付1000床棉被，1000件棉衣到
涟源市。 市社会福利院给全市每个孤
残儿童及老人发放御寒棉衣2套，对家
庭寄养的每个孩子发放新棉衣、 新被
子，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寄养家
庭在防冻的同时要注意用电取暖的安
全。

去年12月30日，南县民政局干部
将1600床救灾棉被、500件大衣、500
床毛毯送到各乡镇敬老院， 分发给老
人。各乡镇、街道民政办对辖区的“三
无老人”与独居老人进行排查，加大帮
扶力度， 保证冰雪天气老人的正常生
活不受影响。

截至目前， 全省民政“寒冬送温
暖”专项行动已出动救助车辆3845次，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4925人次，发放御
寒物品3567套，食品、矿泉水8600份，
没有发生一起因救助不到位的生活无
着人员意外事故。 民政人用爱心护送
流浪者回家，用真情为乞讨者御寒。

滞留旅客点赞民政人
20个县市暴雪量级，34条高速公

路积雪或结冰，332个收费站交通管
制，不少过境长途客车滞留湖南境内。
民政人紧急行动，与各部门一起，迅速
汇成强大的人间暖流， 驱逐滞留人员
心头的寒冰。

去年12月30日下午，受冰冻天气
影响， 一辆载有56名广西籍学生的大
巴车滞留常宁市境内。 常宁民政人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保障吃住安全。市民
政局启动应急预案，调配生活物资，安
排专职人员与老师24小时对接， 将车
上全部乘客妥善安置到酒店。 待高速
公路恢复通行后， 又护送学生们安全
登上大巴车返程。

去年12月31日凌晨，湘西吉首气温
降至零下3摄氏度，大雪纷飞，47岁的河
南焦作市司机李跟勇驾驶广州至重庆的
大货车正好来到这里， 他与其他车辆中
的200余名司乘人员被高速交警从高速
路分流至市内林木冲安置点。 一到安置
点， 在此值守的民政干部立马给他们送
上了热水、方便面、面包，引导他们到临
时搭设的帐篷内烤火。 该市民政局设置
14个临时救助点服务滞留旅客，全局干
部分成4个工作组，12小时一班在高速
路口、安置点、宾馆值班值守。安顿下来
的李跟勇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吉首民政
真不错，你们辛苦了！”

社会志愿者在行动，每天近万支志
愿者队伍、45万多名志愿者，冒着大雪和
严寒，走向路面，走向街头，除雪破冰、抢
险应急，处处留下动人诗篇。在县道、省
道、国道、高速上，他们奋力奔波的身影，
展示出“雪染”的风采，温暖游客回家归
乡的行程。全省众志成城，见雪不见灾，
见车不见堵， 见人不见怨， 市政运转良
好，道路交通顺畅，游客宾至如归。

低温还在持续， 民政人跋山涉水
的脚步一刻未停。 他们继续保持奋斗
激情，奏响冰雪无情人有情的交响曲。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了解到湖南民政干
部抗冰恤民情况后，给予高度肯定，称
赞这是全省推动“五化民政”建设取得
的重大成效。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龙文
泱）日前，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18年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
录。湖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在最遥远的
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
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展（以下简称
“中意展”）成为10个“重点推介展览”
之一。

本次共有72个展览项目获得国家
文物局推介。 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
览”获得特别推介，湖南省博物馆主办
的“中意展”等10个展览为重点推介。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
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
流”展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原创展览，于

2018年1月至4月在该馆展出。该展览
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美
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意大利乌菲齐
美术馆等48家国内外博物馆的近250
件(套)文物精品，分为《从四海到七海》
《指南针指向东方》《大都的日出》《马
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5
个部分， 为观众讲述了一段多元共生
的中西文化交融故事。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温暖答卷”融冰消雪
———全省民政干部抗击低温冰雪工作纪实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周振乾 杨璐璐）2018年12月
31日，第二届“温暖微行动·舞蹈公益
百校行”2018年度成果展演在长沙举
行。

活动在独立音乐人罗坤演唱的励
志歌曲《我相信》中拉开序幕，来自邵
东县黄渡学校22名留守儿童表演的歌
舞《还我一个家》等系列舞蹈节目感人
至深，表达了孩子们对“家和亲情”的

渴望，引爆全场泪点。
“温暖微行动·舞蹈公益百校行”

项目由省妇联指导，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湖南省部分高校体育、艺术
学院共同发起，旨在进一步深化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内涵，拓展文化艺术教
育外延，通过“舞蹈比赛观摩”“舞蹈
实践学习”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全
方位认识、接触、学习舞蹈，改善其家
庭关爱缺失、 文化教育缺乏的现状。

2017年1月1日， 该项目在长沙启动，
2018年， 由湖南省部分高校体育、艺
术学院及60多所艺术培训学校的教
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再次深入到全
省14个市州， 为113所学校完成了
1000多个学时的免费舞蹈培训课
程。自2017年以来，项目共完成200
多所学校2000多个学时的免费舞蹈
培训课程， 为3万多名孩子带来了快
乐和高雅的艺术享受。

消防救援车辆换“新装”
1月1日，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车辆全部悬挂上了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根据相关规定，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执行

应急救援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
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陈自德 摄

“温暖微行动·舞蹈公益百校行”
3万多留守儿童感受舞蹈艺术魅力

湖南省博物馆“中意展”
获评国家文物局十大重点推介展览

李永亮 周娟 刘肖翔

“老罗，莫急咯，来呷口果子再……”
“搞不赢了，那边喊，有个急事要处理。”
话音未落，“老罗”小跑着走远，巷子里响起一阵

急切的脚步声， 后头有人亲切地喊道：“小心点咧，59
岁的人了，莫绊倒了！”这是记者近日在株洲市荷塘区
新月塘社区看到的一幕。

“老罗”名叫罗衡龙，是株洲市荷塘公安分局茨菇塘
派出所一名有着38年警龄的社区民警。 在过去的16年
里，他像一枚螺丝钉一样“钉”在新月塘社区，干的虽然
都是小事，但不知不觉成了大家“离不开的人”。

处警情，“老罗”有办法
“没想到这31元钱会被追回来，他让我看到了公

道和正义。”记者采访的时候，恰好居民陈细娥到派出
所找“老罗”拿被“跑单”的货款。

陈细娥在小区开了一家小卖部。2018年12月16
日，一名男子到店里拿了两包烟和一包槟榔，不付钱
就骑着摩托车走了。无奈之下，她拨打了贴在墙上的
警民联系电话。

“老罗”问清事由后，按照陈细娥记下的车牌一路
追查到这名男子，几次交锋，男子凌某最终将钱送到
了派出所。

2002年至今，没有人能记清“老罗”处理了多少
次这样的警情。

“老罗”负责的新月塘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常住
人口3000余人，社区位于株洲市中心商圈旁边，紧邻京
广线、市长途汽车站，流动人口多，治安状况十分复杂。

16年来，只要没有特别的事，罗衡龙每天都要到
社区转上一圈，他走遍了社区的每个角落。他广泛发
动群众，建立了以楼栋栋长为点、居民联防小组为面
的社区治安防控机制，守护社区的安宁。

在他的努力下，新月塘社区发案率逐年递减。“原
来每个月发案七八起，现在最多一两起。”茨菇塘派出
所副所长付湘军说。

管闲事，“老罗”很用心
社区居民说，“老罗” 与一般的社区民警不一样，

因为他太爱管闲事了。
去年夏天， 新月塘二村9栋楼下的下水道井盖破

损，一位娭毑不慎摔伤。罗衡龙知道后，连夜买来一个
井盖装上，还差点被居民当成偷井盖的贼抓起来。

居民小李患有精神分裂症，父母年事已高，无力
照顾。罗衡龙请教专业医生，得知小李的病可以治愈，
2017年6月，他主动联系，将小李送到医院治疗。小李
基本康复以后，“老罗”又忙着帮他找工作。

闲事管得多了， 就得到大家一致信赖。62岁的谢
玉章年轻时因伤瘫痪，是“老罗”里里外外帮他打理了
不少事。一次，他郑重地告诉“老罗”，最近老听到一些
租住在小区的年轻人喊“口号”，可能有问题。“老罗”
顺藤摸瓜，端掉一个传销窝点。

从2016年起， 株洲市公安局对全市社区民警的
业务进行考核，罗衡龙连续3年在全市排名前十，荣获
个人嘉奖4次、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株洲市公安局“十
佳社区民警”。2018年9月，他获得“湖南好人”称号。

“社区民警所接触的大多是一些小事，但老罗16
年如一日，把平常小事干得不平凡，这很不容易。”茨
菇塘派出所所长欧阳智告诉记者。

点评：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罗衡龙从警38年 ，在新月塘社区一 “钉 ”就是16

年，立足本职，出色地完成了一名社区民警的使命，用
真心做好事,换得了社区居民对他的关心、点赞。

多数人的工作岗位是平凡的，只有对职业满怀敬
畏，对群众满含感情，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
才能适应岗位需要，不负党和人民所托，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记者从长
沙市一中了解到，该校校友陈向力日前接受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邀请，担任该院战略顾问，将协助其引
进行业领先的项目和人才，为其提供技术、业务和产
品策略等建议。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2013年成立的致力于
该省创新体系建立的重要机构，以产业应用技术研究
开发为重点， 组织开展产业技术研究和集成攻关，建
成体系开放、接轨国际、水平一流的新型研发组织，可
以说是该省产业技术创新的“排头兵”和中坚力量。

陈向力是长沙市一中80届优秀毕业生， 后考
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继而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硕
士和博士学位，其后加入美国纽约州通用电气并曾
担任其全球副总裁，2017年选入美国工程院院士。
他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并一直推动着中美科学技
术的交流发展。2000年，他回国在上海创立了通用
电气中国研发中心，并担任首位总经理。此次陈向
力受邀担任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战略顾问，将进
一步推动二者之间优势互补，催生出更具创新活力
的产业增长点。

民警“老罗”：“钉”在小区16年

长沙市一中校友陈向力
受邀担任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战略顾问

� � � �罗衡龙细心了解小区居民的需求。 沈亮 摄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