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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滕建康 隆文峰

5月30日， 来自山东济南天桥区柳云
社区的70名党员，走进凤凰县禾库镇禾排
村的7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 嘘寒问
暖，共话脱贫。源自美丽泉城的清冽泉水，
在脱贫攻坚事业的助推下， 正以另外一种
形式，源源不断、汩汩流向千里之外的大湘
西。

送真金，赠白银
接触济南对湘西地区的援建项目之

前，记者有着与不少人一样的误区：经济总
量全国排名前十的湖南对西部地区有不少
援助，大概没有接受“外援”的经历吧。其
实，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背景下，东西部
协作于2017年启动，山东济南市与湖南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从此开启了对口帮扶
之旅，济南市7个区与我省自治州的7个贫
困县结对援助，22个部门结对自治州的22
个部门。

援建第一年， 济南市天桥区直接出资
930万元支援对口凤凰县，除了直接“打红
包”， 他们还捐建了一个可容纳4500个学
位的天桥教学楼、集中供养60名孤儿的慈
爱园、 为300多名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的麻冲乡卫生院以及腊尔山连栋蔬菜育苗
大棚。 来自济南天桥区的凤凰县挂职副县
长王封军透露， 天桥区在济南市经济状况
并不靠前， 而且去年有些地区经济总量还
有所下滑，但是天桥区委区政府毅然决定：
自己紧一点， 对口援助力度也要争取多一
点！事实上，去年济南市对自治州的援助资
金大幅提升，仅凤凰县受助资金就达3600
万元， 自治州7个贫困县接受援助资金达
2.8亿元。就在前几天，记者还遇上了前来
交流的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的几位干
部，他们给结对的廖家桥镇直接带来了5万
元的“大红包”，后续还有5万元现金和价值
6万元的西红柿种苗。济南的干部们说：“既
然是援助，就要拿出真金白银”。

建平台，授以渔
去年， 济南市对口援助工作迅速进入

产业领域。天桥区的21个援助项目中包括
9个扶贫车间和产业基地， 其中投资1250
万元建设了30000亩茶叶基地， 惠及13个
乡镇。 王封军说：“我们的投入主要是在原
有扶贫产业的基础上起到杠杆推动作用，
谁的产业项目前景好，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能力强，我们就支持谁、奖励谁。”

“与直接的资金支持相比，他们给本土
扶贫企业提供的商贸平台和市场通道更有
意义。” 经营凤凰县农特产品的周祖辉、廖
艳飞、吴杰智都有相同的感受。2018年，在

天桥区的帮助下， 凤凰县的扶贫企业组团
参加了济南市组织的农产品展销会、 茶叶
博览会、糖酒会，凤凰的企业得到特别的礼
遇：免去入场费、免费宣传。来自大湘西的
柚子、猕猴桃、蜂蜜、腊肉受到了济南市民
的追捧。“去年一年， 销售额就增加了五六
百万元。” 主营湘西腊肉的廖艳飞深有感
触：“没有天桥人的帮助，是难以做到的。而
借助济南市场的‘跳板’，我们的产品还延
伸到了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市场。”

随着双方往来的不断加深，“东西协
作”渐入佳境。经济大省山东的品牌企业也
向大湘西伸出了援手，继济南“阳光大姐”
家政公司等与自治州同类企业开展合作
后，最近，中国500强企业鲁商集团以及山
东华冠文旅有限公司与凤凰县达成文化旅
游项目战略合作意向， 将就凤凰古城旅游
保护设施管理运营等6个项目实行优势互
补、强强合作。

带动人，提升人
贫困地区的发展进步， 决定性因素还

是人。从2017年开始，济南市和自治州干
部就开始了互访交流。随后，一批专业技术
人员离开繁华都市，来到遥远的湘西，开展
支教、支医、支农。与此同时，自治州的干部
和务工人员走出“大山沟”，分批次去济南
接受现代市场理念和职业技能的“洗礼”。

“差别太大！”凤凰县职业高中常务副
校长张志敏谈起山东蓝翔职业技术学院去
年来湘西培训挖掘机技术时的场景， 至今
感慨不已：“几位老师不仅有很牛的技术，
他们的专业态度、 一丝不苟的作风让人肃
然起敬！”

据了解， 山东蓝翔职业技术学院已为
自治州免费培训出100名技师， 最后还留
下了两台教学用的挖掘机。 在自治州地区
已经“名头不小”的“周生堂”董事长周祖辉
在几次济南之行后有了不一样的心得：人
家在商业领域的标准化管理、连锁经营、电
子商务等方面够我学的。

去年10月， 数十名济南市的优秀教
师、医师、农技师一来到大湘西便直接进入
一线岗位。张延军，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中
心的老专家，成了湘西农户们的“香饽饽”，
在大家印象中，“他不是在田间地头给作物
诊断出方就是被叫去往田间地头的路上”。

在凤凰， 记者见到两位在这里任教的
济南女教师崔进、张玮娜。她们告诉记者，
在正常教学之外， 济南天桥区的老师还成
立了一个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孩子为对象
的“扬帆班”，着眼于素质培养。崔进说：“要
彻底告别贫困，必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研学计划， 打算在这个
暑假，带领‘扬帆班’的孩子去山东看趵突
泉、登泰山、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田燕)《长沙
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已近1个月，今天，记者
分别从长沙市公安、城管、农业农村等部门获
悉，目前有关各项工作正在按规定全面推进。

“长沙市养犬管理系统”的网络申报平台
已完善， 至5月30日止， 全市受理申请犬牌
4200起，通过审核1198起，不符合条件而不予
受理818起，已申领电子犬牌717起。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成立了养犬管理
的专门领导班子， 每个星期都开专题会议研

讨文明养犬工作的推进情况。 现已成立了免
疫服务点和基层民警两个工作微信群， 及时
沟通各项信息。 各街道派出所都下发了文明
养犬宣传手册， 在网络和各媒体都进行了文
明养犬的宣传。

长沙市政府督查室已向各县（市区）政府
发出督办函，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在7月底前
建好犬只留检场所，留检场所建好后，治安支
队将会组织专项行动，规范市民文明养犬。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落实养犬条例

的工作中，要求各级城管部门结合职责，加强巡
查，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宣传，规范经营，督促养
犬人爱护环境卫生。在烈士公园各个门都张贴
了禁止犬只进入的标识，设立了犬只临时寄放
的笼子。市民如果发现有人店外经营犬只和携
带犬只外出不清理犬只粪便，可以拨打市民热
线12345和城管热线12319进行投诉。

目前，全市55家动物诊疗医院设为首批养
犬许可免疫便民服务点，狂犬病疫苗免疫接种、
智能犬牌发放和电子标识植入均在同一场所
办理，市民可以就近选择场所。之前取得传统养
犬证的市民可以继续使用之前的证件，证件有
效期只有一年，超期后一律办理电子证件。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伟琳

书房的摆设依旧是昔日的模样， 工作记
录本还摆在桌上，仿佛不去翻动，他就会坐在
桌前埋头工作……

然而，他已经不在了。
2019年2月2日凌晨， 冷水江市纪委监委

信访室主任吴湘宁在家中加班时突发疾病，
倒在了工作的桌前， 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
纪检监察事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晚，他还在
开导街道办事处干部，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噩
耗传出，锑都含悲。

5月中旬，记者来到冷水江，追寻吴湘宁
生前的足迹。 从布溪街道调至冷水江市纪委
监委任信访室主任近一年时间， 这个同事们
口中的“湘哥”、有着23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憨
实汉子接待信访群众千余批次， 用春风化雨
般的温暖，赢得一个又一个上访群众的口碑。

2月3日，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王前良
受中央纪委、省纪委领导委托，前往冷水江慰
问， 号召全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吴湘宁
同志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无私奉献、顽强拼
搏的精神。4月2日，冷水江市委决定追认吴湘
宁同志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

知冷知热的“贴心人”
作为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窗口， 纪委监委

信访室每日来访的人很多，扯麻纱是常有的事。
面对一个个信访难题，吴湘宁总是把老百姓

的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推行“开放式办信”，
耐心细致地讲解涉纪信访纪律法规政策，帮助联
系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找准解决问题的出路。

锡矿山街道新生村的段某， 曾27次反复
举报该村换届选举和村级财务问题， 一直对
处理意见不满意。

担任信访室主任后， 吴湘宁多次接访段
某或者通过电话沟通， 听取他个人的利益诉
求，反复多次讲解党纪法规政策，并就段某的
诉求意见，多次和锡矿山街道有关领导衔接，
协调解决合法合理诉求。

吴湘宁对待工作的态度和方式，让段某非常
感动。2018年下半年，在吴湘宁及锡矿山街道纪
工委的共同努力下， 段某签订了息访承诺书，承
诺不再就该问题继续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上访。
至此，久拖4年之久的信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在乡镇工作多年的吴湘宁， 对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 他多次和信访室的同
志谈到，群众信访是送上门的“民意”，一定不
能马虎对待。

一次， 铎山镇一群众来到冷水江市纪委
信访室， 反映龙台村报账员谢原江违规冒领
村民涉农补偿款长达5年之久， 并据为己有，
涉案金额数十万元。

吴湘宁耐心细致听完信访人的控诉后，深
感案情重大，可查性极强，当即向领导汇报，建
议快查快处，迅速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以
防重复越级上访。冷水江市纪委主要领导当即
批示，成立专门调查组，快速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谢原江利用其担任报账员的职务
便利，伪造村支两委主要负责人签名，在金竹
山矿业冒领涉农补偿款29万余元，据为己有。
2018年9月，谢原江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1月14日，
市纪委又在龙台村召开现场清退会， 将29万
余元补偿款一一退还给75户村民。 领到失而
复得的钱，村民们乐开了花。

换位思考的“倾听者”
一直以来，“换位思考” 都是吴湘宁思考

工作的方式。面对上访人的不解和埋怨，他总
是不厌其烦倾听、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你们到底管不管事，我女婿的工亡怎么
还没批？”2018年9月12日，七十多岁的龙老怒
气冲冲地闯进信访室。

“您老来啦！来来来，今天变天了，快暖暖
身子。”吴湘宁停下手中的笔，赶紧站起来倒
上热茶，笑脸相迎。

龙老的女婿是该市冷水江街道办事处中心
小学校长，2005年5月18日下班后在家突发疾
病，送医院抢救26天后死亡，因不符合《工伤保险
条例》而没被认定为工亡。龙老坚持认为，女婿应
该被认定为工亡。在他第一次信访时，信访部门
就按工作规范作了政策解释。 但龙老不放弃，从
2012年开始到市纪委上访，特别是2018年以来，
他几乎每周都要到市纪委监委信访室“报到”。

龙老年纪大了，不仅患有高血压，情绪还
容易激动。尽管政策已讲过多遍，但吴湘宁每
次都不厌其烦， 先倒一杯热茶， 耐心听他讲
完，再使出“绣花功夫”，反复讲政策说情理，
细心做思想工作，安抚好龙老的情绪，到了下
班时间还会送他回家。

经过几个月的思想开导， 龙老逐渐解开
了思想“疙瘩”。他握着吴湘宁的手说：“虽然
没有满足我的诉求， 但我多年的怨气和郁闷
算是消了。吴主任，我上访这么多年，你是让
我感觉最好的一个。”

“信访群众一般都是带着委屈和信任而
来，不管他的问题是不是合情合理，也不管这
个诉求该不该我们管， 我们都不能让他在我
们这里再受委屈。首先要认真倾听，让群众从
心底里真正接纳你， 才能做好后面的‘解说
员’、‘翻译员’和‘裁判员’。”吴湘宁多次和信
访室的同事们谈到。

宠辱不惊的“消防员”
来访者中，有按正常程序来反映问题的，也

有威胁甚至“动武”的，情绪里充满了“火药味”。
吴湘宁在信访室接访300余件，就当过一

回“消防员”。
征地拆迁，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一到

纪委工作，吴湘宁就被抽调到“影视国际项目
遗留问题”信访维稳积案的处置工作一线，研
究解决18户政府主导拆迁户和24户非政府主
导拆迁户的信访维稳问题。

2018年12月10日上午， 吴湘宁接待完两
批信访群众后， 接待了影视国际主体项目承
建方老板段某。没想到，段某情绪异常激动，
还没说两句就气势汹汹指向吴湘宁的鼻子：

“这件事不给我解决，我就组织所有农民工天
天来吵！来闹！一起来堵政府的门！”

面对“以闹求决”，吴湘宁站起来义正辞
严：“堵政府大门扰乱公共秩序是要承担法律
责任的， 我们一直都在实事求是地帮忙协调
处理你们的问题， 没想到你竟然说出这样的
话。我们绝不可能因为怕你吵、怕你闹，就会
对你有偏颇！”

事后，段某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
找吴湘宁道歉。吴湘宁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做
好协调工作。在他的协调和感召下，拆迁群众
打开了心结， 项目收购资产评估及验收资料
也基本备齐。

吴湘宁就是这样，宠辱不惊，刚正不阿。然
而，还没等到事情全部解决，吴湘宁却毫无征兆
地走了。如今，同事们接过“接力棒”，正努力推
进整个收购工作，尽快完成吴湘宁未竟的事业。

吴湘宁当信访主任近一年里， 冷水江市
的涉纪信访量同比下降了31%。中央第八巡视
组和省委第七巡视组交办的28件涉纪信访
件，冷水江在娄底各县市区中率先办理完毕。
他还高质量上报信访案件处置落实情况，在
娄底市“两巡”（中央巡视和省委巡视）信访件
交办情况评审中位列第一名。

毫不让步的“老古板”
“湘宁在家既是孝子，也是慈父，还是模

范丈夫， 但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却毫不让
步。”妻子陈俊霞在谈到丈夫吴湘宁时哽咽地
说，“他总是说，‘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我

必须带头守纪律、讲规矩。’”
陈俊霞介绍，早些年，吴湘宁就给家人立

了一条家规：不该办的酒席坚决不办，允许办
的酒席简单办。

2018年12月， 吴湘宁从住了四十几年的老
房子搬入新家，一家三口只简简单单带了些“柴
米油盐”，没有呼朋唤友，甚至连自己亲姐姐都没
告诉。住了大半个月后，同事们偶然发现他不再
开车上下班时，才发现他早已“悄悄”乔迁新居。

其实，这“悄悄”的事儿，他以前也干过一
回。2015年9月， 吴湘宁的父亲八十大寿。此
前，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大姐夫提议，父亲八
十大寿是件大喜事， 要好好办一场酒宴热闹
热闹。吴湘宁当即制止。多方争辩下，大姐夫
有点恼了：“父亲都八十了，作为唯一的儿子，
办个酒宴让他老人家过得热热闹闹开开心
心，是人之常情，也是你应尽的孝道！”

吴湘宁满脸笑容地给家人们算了一笔
“账”，大到国家政策规定，小到办酒宴的一切
事宜。算到最后，面对着既不符合政策、又“劳
民伤财”的酒宴，大家都沉默了。生日当天，吴
湘宁下厨， 一家人就在家里陪老父亲吃了一
顿简单却温馨的生日饭。

在家人眼中，他是个“老古板”。可在原则
面前，他“守身如玉”。

最后一刻的生命绝唱
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就快过

年了。
一大早，吴湘宁买了烟、猪肉、油等过年

物资，来到金竹山镇当正村，看望慰问帮扶对
象———70多岁的谢志强夫妇。

谢志强夫妇体弱多病，儿女经济状况也差，
常年在外讨生活，疏于对父母的赡养，老两口生
活非常困难。对口帮扶以来，吴湘宁对待谢志强
夫妇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每次去走访慰
问， 都要自掏腰包买一些肉、 米等生活物资过
去，陪两个老人拉家常，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谢志强老人手头那本鲜红的进驻扶贫手
册，一笔一画记录着老人的脱贫故事，也记录着
一年来吴湘宁的扶贫足迹。

老人清楚地记得，2月1日吴湘宁临走时，
还掏出一个红包，嘱咐他再买点过年物资，过
个热闹年。

母鸡下蛋“报喜”，谢志强的老伴赶忙从
鸡窝里掏出那只温暖的鸡蛋， 连同之前准备
好的一大篮子，提给吴湘宁，他依旧婉拒。

从谢老家里出来，吴湘宁立马回到单位，
赶紧拿出当天的信访件找领导报告、审签。抓
紧办完日常事务， 接近中午时分， 他又拿着

“影视国际”项目遗留问题的汇报材料，找领
导报告情况，直到中午1点多才走出办公室。

其间，他感觉不舒服，同事劝他去医院，
但他说“快要过年了， 这么多工作还没处理
好，待处理完了再去看医生”。

下午一上班， 吴湘宁准点来到机关的信访
接待室。快过年了，信访群众也络绎不绝。整个下
午，吴湘宁共接待了8批群众，连喝水的工夫都
没有。接待完群众，一看表，到了下班时间。他急
忙跑到分管领导办公室，抓紧汇报当天的工作。

此时，吴湘宁想起自己答应过，要给放寒
假的儿子做一顿好吃的。他急匆匆拿起资料往
家赶，准备吃完晚饭后，再加个班搞好第二天要
上报的材料。没想到，这一晚，竟成了永别。

“事后我们才知道，晚上8点他还去做了
干部的思想工作。一整天，忙得都忘了吃降压
药，他操心着所有的事情，唯独没操心操心自
己呀！”同事们痛心地说。“他对我们，比我们
的亲儿子还好，真舍不得他走啊……”听到噩
耗，谢志强夫妇热泪盈眶。

吴湘宁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45岁。熟悉
他的人都说，无论是在基层，还是担任信访室
主任，“湘哥”都有着人民公仆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本色。

“湘哥”本色
———追记冷水江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原主任吴湘宁

记者在扶贫一线

一泓清泉淌千里

长沙着力推进文明养犬工作

5月30日，铜铺街小学的学生在学习包粽子。当天，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坡子街
社区党总支开展“廉政楼内乐融融，传承清廉好家风”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赠送家风家训、
廉洁对联和包粽子比赛，
将党建和传统佳节融合，
以家风促作风。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曾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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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佳节树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