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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左狂飙 杨智）春节前夕，湘潭
市公安局首个“莲城快警”站在雨湖区
正式启动。 这是湘潭市加强平安建设
的又一新举措。

近年来， 湘潭市把综治中心、“雪
亮工程” 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一
体”建设，纳入全市“十三五”规划，与
“智慧湘潭”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2018年， 该市完成市县乡村四级综治
中心规范化建设，固化网格5018个，配
备专兼职网格员6700名， 网格化服务
管理实现“多网合一、一岗多能、形成
合力”；新增公共视频监控探头8300多
个，确保了每个村有5个以上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探头。 同时，将交通、安监、城

管等行业视频和学校、 医院等社会视
频全部无条件接入市公共安全视频图
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 实现了城乡一
体、全域覆盖。

为打牢平安建设根基， 湘潭市广
泛开展“平安家庭”评选活动，及零发
案、零纠纷、零上访、零事故“四零”网
格创建。 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在乡镇
（街道）、村（社区）设立工作室，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 组织法官、检察官、警官
和律师联点社区（村），定期上门宣
传扫黑除恶、 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调解矛盾纠纷。 政法部门还主动
“做媒”， 联合市律师协会组织330
名执业律师与全市966个村（社区）
“联姻”，率先在全省落实“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打通公共法律服
务“最后一公里”。 同时, 深入实施校
（企）地共建战略,2018年全省“平安创
建活动”公众参与率测评中,该市得分
超全省平均分8.67分。

2018年， 湘潭市刑事立案同比下
降22%，破案率提高6.1%，治安案件下
降17.4%。 全省公众安全感测评，湘潭
市排名全省第一，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市。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军）“去年,我通过土地流转，
种了1000余亩超级稻， 总产量65万多
公斤，又是一个丰收年哦！ ”春节过后，
面对记者来访， 龙山县石羔街道干比
社区种粮大户曾祥胜算账时， 脸上笑
开了花。

农民小账本，连着全县大账本。 记
者从龙山县粮食部门了解到，2018年，
该县实现粮食播种面积62.13万亩，总
产量20.06万吨，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
年丰收， 再次获评全省粮食生产先进
县，这是该县连续6年获此荣誉。

作为农业大县， 龙山县近年来坚
持产业融合、鼓励模式创新、促进转型

升级等措施，实施了超级稻高产攻关、
湘米工程等试验示范项目， 其中实施
万亩示范片一个、 千亩高产示范片4
个、百亩高产示范片6个，超级稻百亩
平均最高亩产达837.1公斤，优质稻百
亩平均最高亩产达731.5公斤。 并大力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技术,去年，全县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面积61.23万亩，施用配方肥
面积达35.67万亩。

龙山县还按照因地制宜原则，以
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积极发展
特色产业，百合、柑橘、烤烟、中药材等
特色产业达40万亩以上， 产值达24亿
元。同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龙山县坚

持“四跟四走”产业扶贫道路，主推“公
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引导
贫困户以土地托管、 资金入股等方式
加入合作社。2018年，全县19家州级以
上龙头企业、468个种养专业合作社或
大户与近9万名贫困人口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 该县还大力开展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2018年培训贫困户2.7万余人
次，贫困劳动力培训率达89.7%；启动
了“农技干部精准帮扶联村全覆盖行
动”， 全县106名农技干部组成21个技
术帮扶服务队，辐射385个村（社区），
实行专人定点服务、多人联合指导，重
点帮助贫困村创办科技示范基地，培
育科技示范户。

“春风”送暖入农家
岳阳2019年“春风行动”启幕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何可）今天，岳阳市2019年“春风行动”启动仪
式暨就业扶贫大型招聘会，在君山区工业园拉开帷
幕。 现场有2600余名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
意向，逾10万人通过在线直播关注活动进程。

当天，主办方组织了30多辆“春风直通车”，免费
接送来自农村的贫困劳动力到现场。 298家企业入场
招聘，涵盖石化、物流、制造等60多个行业、10523个岗
位。 现场多个入口设立“云就业”通道，1800余家企业
通过事先注册审核，在线发布岗位信息；求职者通过
手机扫码，现场完成信息录入，并在手机注册登录后
投递电子简历。 平台还可自动识别和跟踪匹配，结合
线下洽谈互动，实现精准求职。

春节前，主办方启动“归来计划”，优先推送本
地产业园区、创业平台、扶贫基地和民营企业的用
工信息，引导农民工返乡择业；同时实施“输出计
划”， 集中对接北上广深和长株潭等劳务协作地区
的企业，有序引导农民工输出就业。

岳阳市此次“春风行动”将持续至3月下旬，各
县（市、区）将联动举行多场招聘活动。 人社部门还
将对贫困劳动力提供3次岗位推荐等“311”就业服
务，助其就上业、就稳业、就好业。

桂阳“就业在家乡”
提供岗位1000余个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平

肖井冬）今日，桂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筹备组联合县人
社局、县总工会等，在该县欧阳海广场举行“就业在家
乡”2019年春季招聘会，吸引大批城乡求职者参加。

招聘会采取“互联网+就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湖南山瑞重工、中国人寿、安培龙传感科技等
5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其中，位于桂阳
县工业园的安培龙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拟招聘200多
名工人。 现场还专门设立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
处，退役军人可优先择取“橄榄枝”。 去年9月退伍的
何磊，希望在家乡找到合适的岗位，选择应聘县消防
救援大队专职消防员岗位。 据介绍，当天，共216名
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桃江“举牌哥”
温暖赶路人

通讯员 刘鹏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2月11日，节后上班第一天。 在桃江县城桃花江
大道上，一位男子高高举着“路面结冰、谨慎驾驶”的
警示牌，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这一幕，让大家心
里暖暖的。

举牌人叫江龙，是桃江人寿财险公司员工，也是
桃江冬泳队队员，有早起锻炼的习惯。 当天早上6时
30分左右，他在桃花江大道跑步时，发现花苞洲大
桥桥面结冰，尽管相关部门设置了警示牌，但还是有
个别司机没有意识到危险，车速较快。他亲眼见到好
几辆小车行驶到桥面后， 来不及减速， 司机急刹车
后，车辆在桥面转圈，最后碰撞到护栏才停下来。 还
有电动车驾驶员在桥上不慎摔倒。

桃花江大道是桃江县城一条交通要道，2月11
日又是节后上班第一天。眼看人流车流越来越多，花
苞洲大桥桥面宽，桥又较长，如果不提醒大家，有可
能发生更多交通事故。江龙见了心里急，他将路旁的
警示牌高高举起，跑到离桥300米左右的地方，向过
往司机大喊：“前面桥面结冰，慢点开！ ”

桥两头都有车来， 江龙又在冬泳群里发消息求
援。不一会儿，冬泳队员朱建兵、罗伟闻讯赶来，他们
分别站在桥的两头，提醒来往司机控制速度，注意安
全。

寒风中，江龙等人一直坚持到8时多，双手冻木
了，嗓子喊哑了。 过往司机在他们提醒下，减速谨慎
通过结冰桥面。司机们很感动，纷纷摇下车窗向他们
表示感谢。

有人将这一场景发到朋友圈，赢得赞声一片。

村民不慎落水
父子热心施救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通讯员 柏依朴 记者
肖洋桂 )2月10日，澧县盐井镇菊花岭村村民段传杰
走亲戚途中，连人带车落入水中，幸亏居住在附近
的一对父子及时施救，段传杰一家才得以脱困。

事情发生在当天上午8时许， 56岁的段传杰开
着面包车， 载着堂哥等5人去湖北省公安县走亲
戚。 车行至澧北干线甲龙桥时， 为避让一辆摩托
车， 他将方向盘往右稍微打了一点， 没想到车子
顺势滑入了齐腰深的河水中。 所幸后窗是手摇的，
段传杰指挥后座人员开门， 等车内水位与河水水
位平衡后， 他打开驾驶室车门， 蹚着齐腰深的水，
把车上2个小孩背上岸。 但其他3人太重， 加上河
水寒冷刺骨， 段传杰体力不支， 只好跑到附近村
民家中求助。

住在附近的新华村村民邓宏元正发车准备去
亲戚家拜年，见有人赶来求救，邓宏元连忙跟段传
杰来到事发地，观察地形后，返回家里扛来梯子、桌
子，搭起一座简易桥。 同时，邓宏元的父亲腾出一间
房，烧起大火，做好接应准备。 半小时后，车上3人全
部获救。

段传杰一家边烤火边不停道谢，邓宏元说：“乡
里乡亲的，谁遇上都会帮的。 ”今年40岁的邓宏元于
2001年从部队退役， 现在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平
时乐于助人。

“听不到手机声，
心里闲得慌”

——— 一位普通交警新春忙碌的一天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2月9日，正月初五。 与往常一样，早上7时30分，
衡阳市交警支队石鼓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民警
李彦霖准时来到办公室， 仔细检查他的接出警装
备：勘查箱、反光锥筒、执法记录仪、警车……

8时10分，李彦霖的手机响了。 电话那端，传来
值班室民警的声音：“107国道观福园附近的加油站
处，有两台私家车发生轻微剐蹭，请你前往事故现
场处理。 ”接到电话后，李彦霖与同事迅速坐上警
车，赶赴事故现场。

到达事故现场后， 李彦霖着手勘察。 他要求
两名事故车辆车主出示驾照等证件， 介绍双方车
辆的保险情况， 初步评定双方车辆的车损情况，
并指导双方怎样相互配合、 协商处理交通事故。
40分钟后， 事故处理完毕， 李彦霖开着警车返回
中队待命。

当天上午11时40分，李彦霖又接到两起交通事
故的接警电话，他与同事马不停蹄地进行处理。 此
时，已临近吃中饭时间，李彦霖仍然坚守在“阵地”。

好在李彦霖的母亲， 因为心痛儿子， 给他送
来了自己做的面条。 李彦霖正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他接听电话后， 匆匆走向
门外， 母亲恋恋不舍地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 心
里五味杂陈……

当晚，李彦霖他们又处理了3起交通事故，一直
忙到第二天凌晨4时， 疲惫不已的李彦霖才返回中
队宿舍休息。

“刚到中队时，患上了‘恐惧症’，最怕听到手机
声。 ”李彦霖说，现在习惯了，听不到手机声心里闲
得慌。 2003年，毕业于长沙航空职院的李彦霖考上
衡阳市交警支队，被分配到石鼓交警大队，后调到
支队从事文字工作。 2015年4月，他被调到石鼓交警
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

通讯员 杨卫星 吴礼仁

在涟源市龙塘镇珠梅村， 民俗活
动“抬故事”全国闻名，而该村“刘湘平
的故事”同样声名远播。

刘湘平，一个农村创业青年，十年
如一日，关心帮助着社会弱势群体，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湘中好青年”。

春节前夕，我们见到刘湘平时，他
正在联络志愿者， 准备将价值10万元
的物资分送到贫困户家中。“快过年
了，这些老人更需要我们的关怀。 ”刘
湘平没来得及说几句， 又忙着接听电
话，询问物流情况。

深夜，刘湘平回到家中，疲惫的脸
上透着兴奋：“一切都准备就绪， 只等
明天将温暖送达。 ”

刘湘平自小家境贫困， 家族世代
务农。 他特别懂事，读初中时就利用寒
暑假帮人挑砖做零工挣学费， 补贴家
用。 读中专时，刘湘平因交不起学费被
迫辍学。 未能实现大学梦，是他心头最
大的遗憾：“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重走自己的老路！ ”

10年来， 他积极带头捐资并组织
志愿者捐款上百万元， 奔赴十多家敬
老院进行慰问，深入偏远山区组织“送
医送药”义诊下乡活动 ,开展“暖冬行
动”“凉风行动”，先后资助涟源市孤寡
老人上千人。

“建学校、修路、修敬老院……这
些年， 刘湘平为家乡做的好事太多太
多了。 ”珠梅村村民刘龙民感叹。

刘湘平说， 他的公益之路并不是
走得顺风顺水，也曾遇到过困难，但他
都咬紧牙关挺了过去，“人要经得住考
验，只有热爱之心没有坚持之举，就很
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

2018年2月，一场大火将刘湘平的
羽绒服仓库烧了个精光， 货物毁于一
旦。 火灾发生后，一些志愿者及社会好
心人为他募捐，却被他坚决谢绝，全数
退回。

为了还债，刘湘平借款十多万元，
又抵押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大年
初一，他顶着严寒，踏上了奋力打拼、
艰辛创业之路。 一年来， 饱尝辛酸苦
辣，干过脏活累活，刘湘平凭着自己的

勤奋刻苦，开办了一家婚庆公司，搭舞
台、搬音响、排节目，起早贪黑，忙成了
一个“陀螺”。

最困难的时候， 刘湘平仍然没有
忘记自己的公益事业。 他先后多次组
织志愿者到六亩塘、安平、龙塘3所敬
老院与社会福利院， 为孤寡老人与孩
子们送去厚厚的棉衣与羽绒服， 用实
际行动温暖着社会弱势群体。

有人见他工作赚钱不容易， 劝他
说：“你辛辛苦苦赚点钱又捐了， 何苦
如此？ ”刘湘平总是很坚定地说：“真诚
互助，让我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

10年公益路， 刘湘平组织爱心活
动近300次，组织涟源市志愿者团队资
助社会弱势群体价值近千万元。 他创
办的志愿者协会被评为湖南省学雷锋
优秀志愿者组织、 娄底最佳社会组织
奖， 荣获涟源市扶贫工作优秀协会等
荣誉， 他也被评为湖南省第二届优秀
志愿者。

刘湘平说：“我们会发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用心用情关注
弱势群体，我们也是‘追梦人’！ ”

平安建设持续推进

公众安全感测评全省第一
湘潭市

粮食生产实现“十连丰”

连续6年获评全省先进县
龙山县

老百姓的故事 刘湘平：志愿者服务“追梦人”

修好一条路 化解百年怨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唐子涵

“环村公路还有最后100多米没有硬化，前段时
间下雨耽误了。 我放不下心，过来看看……”2月11
日，在永州市零陵区石岩头镇杏木园村，驻村扶贫干
部欧阳雄武和村干部一起，现场查看公路施工情况。

杏木园村是省级贫困村，位于零陵区西南边陲，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2016年10月，零陵区烟草局职
工欧阳雄武被派到该村驻村扶贫。他入户调研时，村
里有人向他提出了要求：“你看其他村都通水泥路
了，我们村还是草砂路，说出去都丢人。 ”

正常情况下，村里修条路不是什么难事，但杏木
园村的情况有点特殊。 原来， 杏木园村是由原蔡家
村、原杏木园村合并而成的。 原杏木园村地势较低，
位于上游的原蔡家村拦坝蓄水， 导致下游灌溉水源
不足，几百亩水田成了荒田。 这两个田埂搭界、地埂
相连的村，因争夺水源导致矛盾，积怨近百年。 前几
年，两村合并为一个村，但合村没合心，修路的事因
两村土地征用产生纠纷，陷入僵局。

找到问题关键后， 欧阳雄武组织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成立村工作组，挨家挨户谈话交心。同时，发动
村里党员和外出乡贤，让他们出面做村民工作。经协
商，两村就水源和修路问题达成了共识。 两年多来，
欧阳雄武带着村干部一趟趟跑相关部门， 争取资金
200多万元，为村里修起了环村公路。

“合则通，合则强。 ”欧阳雄武告诉记者，修路以
后，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村支两委因势利导，经常组织村民举办体育
比赛等活动，增进村民感情，培育乡村新风。

“合并前，我们两村的人好多年不来往了，没想
到还能重归于好。 ”村民胡劲松感慨地说。

忙生产 赶订单
2月11日，衡阳市松木工业园湖南金化科技集团生产车间，工人们在CNG气瓶生产线上忙碌。目前，该企业来自数十个国

家的订单源源不断，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工人们便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 彭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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