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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香很忙。
6月5日，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组织志愿

者开展“端午情、居民乐”欢度端午节关爱空
巢老人活动。

活动现场，李婷香忙前忙后。在她的组织
下，“节目”丰富多彩，除了包粽子、吃粽子，还
有禁毒、扫黑除恶等方面宣传，以及专为老人
准备的免费理发等活动。

李婷香是怀化市洪江区河滨路街道桃李
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去年9月被
评为“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2014年新成立的桃李园社区位于城乡接
合部，居民诉求、矛盾纠纷、信访隐患多。社区
居民告诉记者，李婷香创办爱心超市，组建义
务巡逻队，举办社区文化活动，使社区在洪江
区综治民调排名中始终居于前列。

谈起做社区书记的感受，李婷香说，有辛
酸也有幸福。

2017年6月底至7月初， 洪江区出现1996
年以来最大洪水，一度危及桃李园社区居民。

面对危险，李婷香带领义务抢险队员，敲
着锣，拿着高音喇叭，在社区内一栋楼一栋楼
喊话，组织群众转移。

已有身孕的社区居民蒋丽红和父母、小
孩住一起，两个老人恋家，不愿转移。李婷香
来劝他们转移，蒋父说出了事自己负责，就是
不肯走。

“您不要我们负责，党组织要我们负责。”
李婷香说，社区内该转移的“一个都不能少”。

李婷香抱起蒋家小孩就往楼下走。 一家
人最后顺利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社区党支部委员程长胜告诉记者， 这次
社区成功转移约3000人， 而李婷香两天两夜
没合过眼。

2017年6月30日，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在
洪江区指导防汛抗灾时， 听到李婷香组织群
众转移的故事后， 专程到社区看望慰问李婷
香，赞扬她危难之际心系群众的高尚情怀。

那一刻，李婷香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有激动的泪水，也有委屈的泪水。2016年

下半年， 社区广场附近一户陈姓居民占用社
区广场开店卖菜。不阻止的话，势必影响居民

生活。
“发现问题后，马上上门劝阻。”李婷香

说，没想到对方不但没有听，反而威胁她“注
意人身安全”，李婷香一度被气哭流泪。

“虽然委屈，但我抹掉眼泪，依旧面带微
笑上门做工作。”李婷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那位居民终于撤出了占用的广场。

谈起李婷香，社区居民李辉竖起大拇指：
“没有李书记， 我就拿不到那10多万元赔偿
金。”原来，李辉去年在业主刘先生家搞装修
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李辉受伤。去年
底，双方都找李婷香来调解。“调解纠纷，关键
是找到矛盾点，拆掉导火线。”李婷香说，这起
纠纷中，如果不调解好，双方都是受害者，李
辉得不到赔偿金，后期治疗困难；刘先生如不
能取得李辉的谅解，或面临被追究刑责。经过
李婷香依法依规调解， 刘先生同意赔偿李辉
10余万元，得到了其谅解。双方都很满意，各
送了一面锦旗给李婷香。

“我的社区我的家。”去年底，李婷香退
休，但又被返聘回来。她说：“我舍不得离开这
里的居民，这里的居民也舍不得我。”

■点评
李婷香在社区很受欢迎。 群众遇到困难

找她，准没错。她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成功化
解了一起起矛盾纠纷。

李婷香做好工作的秘诀就在于， 把群众
当亲人，把社区当家。社区稳，社会稳。社区需
要更多李婷香式的干部，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用扎实的行动让群众共享平安、幸福。

“我的社区我的家”
———记敬业奉献好人李婷香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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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奉永成） 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广告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省广告发展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
上获悉，近年来，我省广告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去年，全省广告经营额达319.29亿元。

当前， 全省广告产业发展环境持续优
化， 广告监管情况列入了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考核体系，20
所本科院校开办了广告学专业， 为培养广
告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广告法》《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促使广告企业诚
信度增强。

广告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省共

有广告经营主体87798户。去年，全省广告
经营额达319.29亿元，同比增长12.31%。广
告龙头企业增多，去年，全省广告经营额年
过1亿元的广告经营主体17家， 年经营额
超过5亿元的7家，年经营额超过20亿元的
4家；17家广告企业获得中国一级广告企
业资质，71家企业获得中国二级广告企业
资质， 一批优质广告龙头企业开始进入国
际广告市场。

今年， 我省将进一步强化广告导向监
管， 优化市场准入条件， 培育重点龙头企
业，减轻广告企业负担，力争实现全省广告
业经营主体和广告经营额分别增长10%以
上；同时，新增国家一级广告企业3家以上。

全省共有广告经营主体87798户
去年广告经营额达319.29亿元，同比增长12.31%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在夜晚，水虿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不
可思议的巨变。它用数小时的努力，挣脱自
己的旧身体，抽出一个新身体来，长出薄薄
的晶莹的颤巍巍的翅膀，这个过程像分娩，
也像重生，我们称之为羽化。随着第一只蜻
蜓的羽化，真正的夏天来临了。

“孟夏百物滋，动植一时好。麋鹿乐深
林，虫蛇喜丰草。”6月6日夜，沿着长沙市岳
麓区桃子湖岸，带着手电，隐入夜色中探寻
那些黑夜生灵。

夜里的桃子湖鲜有行人，颇为僻静，人
车声远了，蛙虫声分外响亮。夜间捕食者在
暗处觊觎，夜间休闲者在大声谈恋爱，夜间
的羽化者正在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
漆黑的夏夜充满无尽危险与魅力。

蜘蛛是最常见的夜间捕食者， 尤喜在
夜间结网，因此不免总与之迎面相遇。虽然
绝大多数蜘蛛都会分泌蜘蛛丝， 但只有部
分蜘蛛会结网，可见结网是一件技术活。有
些蜘蛛结网是水平状的，有的是垂直的。有
的蜘蛛结的网是特别标准的圆形八卦阵，
也有的很随意。 生物学家可以利用蜘蛛网
来辨别蜘蛛的种类。

蝙蝠像夜空中的幽灵幻影， 发出人类
听不见的声波，趁夜侵袭入睡的猎物，而自
己不会受到其他动物或高温的伤害。 尽管
它们有翅膀，看上去很像鸟，但它们却是兽

类，是唯一真正能够振翅飞翔的兽类。
青蛙们最热衷唱情歌。 大多数青蛙一

见人影就慌不择路，蟾蜍却不时横路而过，
不慌不忙，仗着自己的毒腺有恃无恐。水边
一片“呱呱呱”“咕咕咕”中，传来一声低沉
的“光”，有如犬吠，这是沼蛙的歌声，沼蛙
也因此俗称“水狗”。

时有飞蛾扑着手电光而来。 飞蛾与蝴
蝶最大的区别是， 大多数飞蛾都是夜行性
昆虫，而大多数蝴蝶都是昼行性昆虫。柳树
上不时会有惊喜出现。 比如天牛， 比如锹
甲，都是小男孩们最喜欢的昆虫。萤火虫已
经现身了，是夏夜最美丽与奇妙的一部分,
它们是挑剔的生物， 水污染与光污染都会
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活质量。

水里可以照见水虿蜕下的皮。 水虿一
生要经历数次脱皮，最后爬出水面，找到一
根树枝，在一个夜晚开始最重要的羽化，成
为蜻蜓成虫。羽化的过程需要数小时，这段
时间它们完全丧失了自卫与逃跑的能力，
夜色给了它们很好的掩护， 气温低一点也
有利于它们的体液保持湿润， 而不至于被
迅速晒干导致无法羽化完全。 如果你亲眼
见过羽化的过程， 一定会震撼于生命的坚
韧与神奇。

很快，在地底蛰伏多年的蝉，也将爬上
高高的树干，开始它们美丽而艰辛的蜕变。
当第一声蝉鸣响起时， 也就预示着盛夏来
临了。

夏日的夜游者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谢雁雄）今天上午，在汨罗市屈子文
化园的离骚广场，12位“包粽子达人”向
“1小时包粽子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发
起挑战。 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熊文
现场认证， 他们在1小时内包好了1627个
粽子，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天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的
12人均来自汨罗。参与挑战的翁正桂介绍，
她从事包粽子已20多年了，一分钟能包约
4个粽子。

随着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宣布开
始，一片片粽叶、一粒粒糯米，在他们一双
双巧手下转眼就变成粽子。

据介绍， 这项吉尼斯挑战除了对个数

的要求外，还要求必须包的是“牛角粽”，每
一个都要包裹严实，不能漏米，且单个粽子
要超过100克。

1小时挑战时间结束后，吉尼斯世界
纪录认证官熊文仔细检查每一个粽子的
质量。 熊文现场认证，12位挑战者在1小
时内包好了1627个粽子， 成功打破吉尼
斯世界纪录。 熊文现场向挑战组颁发了
证书。

据悉， 原纪录是青岛的包粽子爱好者
2018年6月创造的，20个人在1小时内完成
1408个。

挑战成功后，包好的1627个粽子由汨
罗市民政局代表接收， 将捐赠给汨罗市的
各个养老院。

1小时包了1627个粽子
12位汨罗人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日前发布《关于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为2018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
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
休人员(含退职人员)，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
待遇计发时间从2019年1月1日算起。

湖南落实人社部、 财政部关于2019年调
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要求，行动积极，是
全国第三个公开养老金具体调整方案的省
份，比去年提前了45天。此次调整，月人均增
加140元左右，相较2018年的月人均增加134
元，调整金额小有增加。今年我省的调整方案
有哪些具体措施呢？6月8日，记者采访了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人。

全省整体调整水平为5%，
月人均增加140元左右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湖南退
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方案沿用了2018年的调整
思路和框架，调整幅度大体一致，均为人均5%
左右，人均增加金额为140元左右，应调整前
基数起点不同，相较2018年的月人均增加134
元，调整金额小有增加。

今年我省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政策仍然
采取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和倾斜调整“三结
合”的办法，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公平和效率相结合。与2018年相比，具体
调整标准小有变化。

定额调整方面，《通知》明确，退休人员每
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50元， 与2018年的退
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45元， 今年
增加了5元。

挂钩调整方面，《通知》明确，对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 按本人缴费
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
1年月基本养老金再增加3元，缴费年限不满1
年的记为1年（缴费年限计算到月）。与2018年
的每满1年月基本养老金再增加2.8元相比，今
年增加了0.2元。

对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湘政发〔2015〕38号）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 按本人
2018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 每月增加
2.7%。这一调整标准与2018年相一致。

倾斜调整，面向四大类退休人员
据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对调

待倾斜对象有明确规定，此次，我省严格按国
家文件规定对象进行倾斜。

我省继续对高龄退休人员进行倾斜，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标准。《通知》明
确，对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70周岁以上（含
70周岁）至80周岁以下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
再增加基本养老金20元；对2018年12月31日
前年满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的退休人员每
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30元。

上述负责人介绍，高龄退休人员属参加工
作时间早、退休时间早的人员，基本养老金平

均水平相对偏低，同时考虑到退休人员年龄较
长，近几年调待中，我省已采取了对70周岁以
上人员适当倾斜的办法，社会普遍反映较好。

今年，我省继续对艰苦边远地区(桑植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
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
丈县、永顺县、龙山县)� 的退休人员进行了倾
斜，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5元。

上述负责人以来自永顺的81岁的企业退
休人员赵阿姨为例算了一笔账。2018年，赵阿
姨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为3000元，此次调整后，
她可以领到50元的定额调整金， 她的缴费年
限为31年，可以领到挂钩调整金为3元×31＝
93元， 还可以领到高龄退休人员倾斜调整部
分30元、 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倾斜调整部
分5元，那么，赵阿姨从2019年1月1日起，每个
月增加的金额为178元， 增加幅度为5.9%，可
以领取的养老金为3178元。

此外，《通知》还明确，对基本养老金偏低
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继续按照规定予以倾
斜，认真落实相关解困标准。

《通知》明确，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原
因工残退休人员，按定额和挂钩调整之和，调
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不足140元的， 按140元
调整增加。

据了解， 工残退休人员因工受伤丧失劳
动能力，随即办理了工残退休，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普遍较短、养老金水平普遍较低。因此，
我省调待一直对原工残退休人员按照全省平
均调整水平予以补齐，今年仍然延续此政策。

月人均增加140元左右

湖南退休人员养老金这样调整
邹晨莹

6月6日， 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公布了
2019年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名单。其中，湖南有9人进入，且在不少学部
中依然保持领先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除农
业学部外， 我省院士候选人大多集中在信
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
学部、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机械与运载工
程学部等学科领域，这样的结果，与我省这
些年来努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优势产业建设
高度吻合。

院士的评选、科研的价值，不单体现在
对知识真理的追求， 也不再单纯是象牙塔
里的实验，而是遍布于日常生活的场景，助
推着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柏连阳领衔
的 “水田杂草安全高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
用”成果，成为我国杂草科学领域近10年首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 中南大学冶金
与环境学院院长柴立元发明的多项技术实
现大规模产业化， 在我国大中型涉重金属
企业广泛应用。 这些无一不是围绕湖南所
面临的重大战略需求，在基础性、前瞻性、
战略性领域发力的结果。

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关
键在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车株洲所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冯江华多年来致力于电力电
子和现代控制理论在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
领域的工程化攻关， 取得系列重大技术创
新成果；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网输
变电设备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陆
佳政， 则长期致力于电网灾害防治安全领
域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可见，院士不再是
教授们的“专利”，创新也不仅是高校的“主
场”，企业厚积薄发，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
为牵引， 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部崛起战略，
需要核心技术的“破茧成蝶”，需要有一大批
科技创新领军人物，重点推进一批新兴产业
技术攻关项目， 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项目，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瓶
颈上取得突破。只有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
跑者， 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才
有资格进入“科学桂冠”的候选名单，这应该
是全社会的共识。当前，高水平创新人才特
别是领军人才仍然不足，进一步健全以创新
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真正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一
流科学家和一流创新人才，我省才能在科技
创新的版图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在科技创新版图上
占据更重要位置

� � � �李婷香（资料图片） 雷鸿涛 摄

荨荨（紧接1版①）为了这一名延时考生，考点
保管室、监控室等地方，10余位考务工作人员
坚守在岗位上。时间滴答向前推移，监考老师
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今年高考组考工作比往年更规范、更严格，
仅考务细节变动就多达80多处。” 刘世平介绍，

“例如监控员需要填写的高考视频监控情况记载
表， 过去仅需要填写总体上是否有异常情况，而

今年则细分为安检情况、拆封发卡、拆封发卷、监
考员工作情况、收卷环节、考试情况等若干环节，
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认真填写，如果一旦出现问
题，将责任到人。”

与此同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食堂内，湘
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全程驻点监督；考
点外，湘乡市中医医院救护车随时待命。上午12
时整，学校食堂开餐， 8人一桌，每桌8个菜，分别

是粉蒸排骨、玉米排骨汤、清蒸草鱼、红烧肉、红椒
鸡肉、青椒炒肉、丝瓜、包心菜……饭香扑鼻。

上午12时15分，延时时间到，特殊考生结
束答题离开考室。 监考员按高考规范程序将
试卷、答题卡收集后送往考点试卷保管室。

此时， 考点外接送外校考生的专车已陆
续离开， 接送东山学校考生的专车也陆续抵
达。下午3时，另一场考试即将到来。

荨荨（紧接1版②）6月8日下午临近开考，在益阳
319国道执行高考安保任务的赫山大队民警石
伟接到考生求助，该考生由于腿部摔伤，行动
不便，加上考点较远，担心考试迟到。石伟立即
将考生扶上警车，一路拉响警笛赶在开考前将
考生送进考场。

6月 7日、8日既是全省 39.2万名学子
的高考， 也是全省1.3万名交警的一次大
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多次召开视频调度
会，部署爱心送考护考工作 ，并联合媒体
启动爱心送考 。长沙交警全警出动，组建

“爱心送考应急服务小分队”，随时参与应

急救援。娄底交警和交通部门组织多家出
租车 、网约车企业为考生免费提供“爱心
送考 ”服务。沅陵六中考生的考场在 60多
公里外的县城， 为保障考生平安赶考，省
高速交通警察局沅陵大队连续第4年护送
考生奔赴考场。

端午乐游园
6月8日， 湖南烈士公园，

游客乘坐冲锋舟游玩。当天是
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游园消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