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34567&8
$9:;<=$ !" >?@A(B
CDEF$&GH/IJ$9KL
MNOPM?QRS?T)(UVW
X("YZX[\RE]^_`?
45$abcd?ef,

!"#$!%&'(
ghijklmnopNqr

sp tuvwxy&'?$&GH
/45$az{|}?~��
�� S:;<�,

c�]^k��5$9pB�
��>GHNY�p���]��
�?��y�4&'?$&��p
��'������p�pg9 # �
# 'S ]Q?$G���g45$a
 �¡S$&¢A�g£y¤¥¦§
¢A?¨��S$&©�gI?*ª
I«¬S®¯�°°(±*�²³

?$&�´, B�µ?¦¶·̧ ¹
Yº»¼&½¼¾¿ÀÁÂÃ"(Ä
¿�ÅÆÇ("$!% >ÈÉÇ�g0
1ÊËÌ¼¾ÍÎ¦¶S�

Ï>Ð(:;<�ÑÄ¿_`
$9�_`ÒÓ�_`Ô¬L°ÕÖ
×Ø�"$!& >B*ÙÚ�01Û
5Ü&?ÝÞ(Ä¿ßàáâ45
$a?&ã2kä"'!% >*Ùåæ
çè$aézê¦ë(YR�&ì
íî¦ëïFðS?ñò(ó>(Ä¿
01Ê45$a$&*ô]°õä
"'!( >Ä01Ê458ì$94
5ö÷øù]°õ�

)*+,!-./0
úXû¡'ü�ýFþ/]ÿ!

Ü?÷"p#$þ+#$$a� S:
;<h� ) >Ô¬Lp %þ�&p
'(&'WX?÷)�

:;<*þE+],&'p-

q./0J¼12� '34&ã5
6À?7ÿ8ëp B9:?Ô;<
=/&ã>/?è3[@^AW
B� :;<4&'](CDbc�
E445FEpGH&'YRIJp
Kç²@)pL5MNO�PQR�
ST� UVV°ó&tW¼&ìX
R_YpZ5[\]�h]^p¿À
_¼`,abÉc�

:;<>defHghij&
'�¼]Ñká5p:;<Él�m
nopqrs?tuvó&p ¿û
0wÅxtyp É�&ãzt�{
|}~� �.��[p���%0p
f0./h�p ��Ïm��?f
Hp üd2Î�ï&¸��b?�
rp%_Y*ªï��5p�ç�
yy��p�Ð$_c��

��&'*�p :;<MÀ<
ø?��4���Fc�]^45$
a?�9p ö��%&'�À²³
z'?I�p�fH0J�ÀI�p
./I�Ü?*+N���S:;<
Í)i�� !! "" ##$%&#

!"#$%&'()*
!"# $%& !" '()*+

,-./01234566789
:;<=()12>?@ABC
DEF8GH()1367IJK
.LMNOLPQ8RSTUVW&
()15X/YZ6[-\.]^
_`15CD@Lab8cdef
ghij15PQkl;m3k
l@L\nV

Lm3oLDpV pqrst
,-@()136uvwaOxy
z{O-|PSo$%&}~15
�}6H67@��CDO67�
���BJK.�t��o���
:�����Y�136@��
7I8 �st67@7Iq�p�
9:;<=()12>?���
���;����r�@ABC
D�FV

p o$%&15�}6¡¢
()15�£JK.A�¤¥oH
67@¡¢¦§O6¨©�O67

"IOª�«¬O<®¯O3°±
7²³�´'µ¶JK·¸¹ºo
»R¼. # '½�}6¦§¾¿
@À§Á¡V ´()Â}O15�
£ÃÄÅÆÇ67jÈoÉÊËJ
ÌPop67@ÍÎÏ-ÐÑ.�
P_ÒV

ÓÔ��OÕÖ×�oØÙª
�OÚÛPÜoÝÞßàOáâ±¯
ãããst()136äå�-
æÖoçèéêV

´()ë�6¨ !$ "ì¡¢
3°f¡-íA�ª�o�6¨ #
"ìîï3°HABCD�F@
ðñop3°ò�Oófßàôõ
.ö÷øùV

´()ú136ûë¡¢. %
ü #ý3°D56<®¯o -þ
.()136<7jÿ@*!V 5
")153°#$%&'(i)�
*+D.56<®¯o ,-.]
g3°@./o]{0123V

456)153°78$9
:;<Xst)123°5667
��=>o?�@iAoBíC.
>?CDDEoFÕÖ×�oGH
IJCDV [

XKLMN¦O@7ÈHDp
7È<}P6q�@ & ù7È
Q/oRS153°@TUVWX
.V [YZ[)153°\]^À
_`¨@3°ao/bcdV

efgOhiOjk�´()
153°H�lmnO opqiO
r��r�Oµstæuv�CD
9xwxoéé°Cy+zCD{
ÅW|O�ÅWXV

Xst()136d/tx}
~�@67o SEQ÷�>.�
�oB�M.À§¡�ðO()Â
}>?�ðo F�M.3°�ðO
���ðV [$%&15�}6�
������;V
!!"# !$% &'( ) *"

#+,-.#

!"#$%&'()*+,-./01234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8月6日 星期二
市州新闻 12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李晓明

夏日炎炎，祁阳县文明铺镇卫生院花园，
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正与大家忙着修剪花草，
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背。

知情人说： 这就是任劳任怨的文明铺镇
卫生院院长曾劲松。 他的新目标，是要将卫生
院打造成全省最美、最具特色,有文化内涵的
园林式乡镇卫生院，建成一所以骨科为特色，
各科诊疗基本达到县级医院水平的综合性乡
镇卫生院。

这些年， 曾劲松先后被评为全国乡镇卫
生院优秀院长、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湖
南省劳动模范和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
医师奖”。

时间回到2009年。那时，文明铺镇卫生院
因管理不善等原因，卫生院工作人员已4个月
没领到工资，还欠160多万元外债。 祁阳县卫
生管理部门决定让有正高职称， 时任县中医
院院长助理、骨科主任，56岁的曾劲松任文明
铺镇卫生院院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他借钱
给付了拖欠村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
金、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第二把“火”，他顶
着各方压力， 把对外承包的卫生院科室收回
来，进行规范管理。 第三把“火”，他带领大家
着力改善医患关系。 有一次，文明铺镇沟河村
村民周发生因病住院，他却怕耽误家里的“双
抢”，很不安心。 曾劲松得知后，马上带着卫生
院工作人员帮助他家完成“双抢”，让他安心
养病。

提高医术是根本。 曾劲松带领医护人员
苦钻业务，选送医务工作者外出学习培训，还
手把手“带徒弟”。 曾劲松每次做手术，都带2
至3名年轻医生上手术台，毫无保留地向大家
传授自己的独特手法。 陈玉保、李红梅等先后
被评为副高职称。 一些原来在县医院才能做
的手术，如今在文明铺镇卫生院也能开展。

今年5月，104岁的李晓山需要做髋关节
置换手术。 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大，先后被3家
医院拒绝。 李晓山的家属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来到文明铺镇卫生院。 曾劲松组织大家会诊，

制定出详细的手术方案。 手术由曾劲松主刀，
历经5个小时，终于顺利完成。 现在患者已经
能下地行走。

为了搞好卫生院的院内建设， 曾劲松通
过向上级争取和自筹等途径， 多方面筹集经
费，建起带电梯的综合医务楼、停车场和围墙
等，添置了彩超、DR等仪器设备，并带头参加
义务劳动，肩挑手提，在卫生院内建起“杏林
长廊”“爱心长廊”等景观和休闲广场、健身区
等。 一系列的建设，使文明铺镇卫生院成为永
州市首家园林式卫生院。

2013年，曾劲松到了退休年龄，不少私立
医院闻讯开出高薪想聘请他。 县卫生部门决
定返聘他继续担任文明铺镇卫生院院长。

接受外聘，薪酬肯定高很多，但曾劲松还
是答应留任。 他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永远要以党的事业为重。 ”如今，一晃6年
过去， 文明铺镇卫生院不断发展， 已经成为
“省文明单位”“全国基层中医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养基地”。 这其中，曾劲松的不懈奋斗，功
不可没。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彭嘉蕙）8月，正是辣椒成熟季节。 在
宁乡市老粮仓镇望江村， 贫困户张洪波种植
的50亩朝天椒已成熟。 朝天椒丰产了，张洪波
却为销路犯了愁。

今年48岁的张洪波是望江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患有帕金森病，需长期药物治疗，生活

十分困难。 在驻村扶贫干部、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罗军明鼓励下， 张洪波今年种了50亩朝天
椒。

7月初，第一批朝天椒成熟了。 看着鲜红
的朝天椒，张洪波心里乐开了花。 他估算了一
下，朝天椒总产量可达1.5万公斤，除去成本和
损耗，纯收入能有好几万元。 可让张洪波和扶

贫干部始料不及的是，由于销路没打开，辣椒
卖不出去，这让大家十分着急。

“辣椒每3天能摘一次，一次可采摘150公
斤。 可卖不出去，辣椒都烂了。 ”张洪波说，镇
政府食堂已帮忙购买几百斤， 罗军明和扶贫
部门干部也在微信朋友圈大力推广， 但还有
大量辣椒没有销出去，他希望有酒店、食堂或
者超市，能按照市场批发价前来收购。

如能帮张洪波一把， 请与其弟弟张海波
（15308465031）联系（张洪波本人无手机）。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罗伟 刘觅

“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金山银山。”
8月5日，张家界市武陵源核心景区天子山、
袁家界移民搬迁安置指挥部工作人员宋逸
成奔波在拆迁户之间， 他和同事们在海拔
千米的景区峰顶已连续奋战8天。

武陵源核心景区面积达到4810公顷，
被称为自然迷宫、地质博物馆、森林王国、
植物百花园、野生动物乐园，是我国第一个
国家森林公园、我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
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在袁家界、天子山两处景点，有1000
多名原住民， 他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给自然生态带来了破坏。今年初，武
陵源区启动针对当地居民的易地搬迁安置
工作，涉及拆除面积11.1万平方米。

怎么搬、如何安？一系列解决搬迁居民
后顾之忧的工作全面展开， 包括制定房屋
补偿、 居民安置、 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关政
策，建设安置区和特色商业街区，规划集体
经济发展蓝图、 搬迁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模

式等。同时，有关方面抽调精兵强将进入景
区，不厌其烦地给群众讲政策、摆道理、谋
未来。

“收获不错，一晚上签了6户。”8月5日，
宋逸成高兴地说，通过不断沟通，居民基本
上拥护政府决策， 愿意为守护一方青山绿
水做出让步。

生态是武陵源的生命， 绿色是武陵源
的底色。 2001年，曾在天子山国营农场工
作的钟为贵在武陵源核心景区第一轮搬迁
中， 搬到了如今的天子山社区。 经过10多
年发展，他看到旅游为“山民”们带来了巨
大红利， 也看到了景区内的经营行为给自
然生态带来的破坏。面对再次搬迁，钟为贵
主动带领一家人搬到山下， 还动员其他村
民下山安家落户。

“确保百姓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进
行天子山、袁家界移民搬迁安置，是为了把
最好的生态还给自然，并确保群众利益。至
8月2日，搬迁协议签订面积已达8.1万平方
米，将力争今年底基本完成拆迁。

把最好的生态还给自然
———武陵源区居民易地搬迁安置工作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雪美 潘芳

8月4日，双牌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该
县何家洞镇朝阳庵村产妇高政， 见早两天
出生在路边的儿子情况稳定，露出了笑容。
想起两天前的一幕， 高政仍心有余悸。 当
晚，由于各方及时救治，才没有发生意外。

高政今年29岁，这是她生的第一胎。 8
月2日14时，高政感觉腹部胀，因为预产期
是8月25日，她就没在意。

22时，高政的丈夫见她反应强烈，驾车
带她前往县人民医院。 这里因为刚刚经历
“7·13” 洪灾，路上有多处塌方，离家仅半
公里，车陷入烂泥里无法动弹，再加油，车
坏了。

23时，高政在路旁产下一名男婴，她丈
夫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

即使白天天气好、路况好，县人民医院
120救护车到朝阳庵村也要1个半小时，何
况这时一片漆黑，沿途多处塌方。 于是，县
人民医院通知何家洞镇卫生院派医生先前
往救治。

镇卫生院医生唐燕琼等， 一边徒步赶
往朝阳庵村，一边打电话给朝阳庵村村医，
指导她到现场安排高政侧位躺着， 用被子
包裹好婴儿， 用纸巾擦拭婴儿眼睛上的血
丝，想办法让婴儿哭。

40分钟后，唐燕琼赶到现场，只见高
政躺在坡地上，一身的血和羊水，马上进行
消毒处理。

零时30分，120救护车来到进朝阳庵
村旁的路口，却被横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
无法通行。 村民闻讯后， 立即赶来清理路
障，经过20多分钟努力，路障被清除，120
救护车继续前行。 到了离朝阳庵村3公里
处， 因多处塌方，120救护车再也无法前
行。

救护人员迅速下车， 深一脚浅一脚赶
到现场，给婴儿消毒断脐，检查高政的身体
情况，发现没有生命危险，立即将她扶上救
护车。

凌晨3时，120救护车回到县人民医
院。经检查，高政因消毒不好，有点感染；婴
儿白细胞也偏高，医生马上对症处置，没有
大碍。

深夜，大山里的产妇在路旁产下一名婴儿———

争分夺秒护航新生命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杨柳

7月28日， 长沙县 梨街道丰崇生活
超市开业“满月”。延续开业以来的盛况，每
天顾客络绎不绝。

“有了这个市场， 我感觉是个城里人
了！ ” 梨街道土岭社区居民陈静说。

记者看到，超市布局合理，装修精致，各
类菜品琳琅满目。 由于丰崇生活超市的出
现，土岭社区几乎成了 梨的新商业中心。 6
月28日超市开业当天， 好几万人来到这里
“抢鲜”。 黄兴镇、黄花镇等附近镇街不少人
开车或者乘坐公共汽车兴致勃勃地赶来。

这里， 不久前还是一个脏乱差的旧农
贸市场。 土岭社区综合市场小区建于2003
年，小区内各类人群聚集，鱼龙混杂，治安
纠纷不断，整体环境脏乱差，周边居民多有
意见，投诉不断。

为了改善这一现状，2017年3月，街道
和社区决定关停农贸市场。 这一做法遇到
了很大阻力，门面的业主多次找到社区“讨
要说法”，业主中有几个是党员，这成了社
区工作的突破口。通过组织多次谈话，晓以
利弊，党员普遍表示理解和支持，很快带头
退租。

为了得到更多居民的支持， 社区又创
新开展党建+网格服务活动，将生态环境、

拆违控违、网格化、办事指南等汇编成《便
民手册》，挨家挨户发放到综合市场的住户
家中，耐心细致地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

围绕市场的转型升级， 街道和社区完
善道路“白改黑”、燃气入户、雨污分流、地
下管网改造、停车位及配套设施，建设了社
区综治中心、警务室、微型消防站等服务站
点，社区的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为了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社区进一步
打造了占地12000平方米的廉政文化公园
和以“磁悬浮”技术展示为主线的智慧生活
馆，通过文化阵地开展多样活动。居民素质
提升了，怨言投诉少了，社区营商环境也得
以优化，吸引了不少老板的目光。

通过社区招商引资， 综合市场A7、A8
栋中庭将所有的小门面打通， 以业主集体
招租的形式引入商场入驻， 超市、 百货齐
全。

社区居民谢利平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他说：“现在从早到晚什么东西都有买，而
且购物环境今非昔比。 ”

这个综合市场服务周边2万多居民，成
为附近镇街消费首选市场之一。 新市场也
成为长沙县探索“五零”社区建设的鲜活案
例。

每天川流不息的顾客， 成了这一出综
合市场“变形记”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土岭市场变形记

爱国情 奋斗者

曾劲松：

舍弃小我担使命

果园直播
助农增收

8月4日， 蓝山县塔峰
镇花果村花果庄园葡萄基
地， 果农用手机直播葡萄
采摘过程。当天，该县举办
葡萄采摘文化旅游节，通
过电商平台现场直播采摘
葡萄、 品尝葡萄和介绍葡
萄酒知识， 吸引游客进村
体验葡萄采摘， 助力葡萄
及系列产品销售， 促进果
农增收致富。

杨雄春 摄

贫困户1.5万公斤朝天椒急寻销路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唐晓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我们就都明
白了。 ”“我早说了，村里几个干部还是值得相
信的。 ”“你看你看，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公
示出来了……”7月26日， 资兴市高山村村务
公开栏前，三五成群的村民在讨论着。

事情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一天，进驻滁
口镇党委开展常规巡察的资兴市委第三巡察
组收到一封匿名信访件， 反映该镇高山村一
条通村公路硬化建设工程项目预算50.49万
元，实际工程决算却变成57.69万元，超过预算
7.2万元，是不是村干部贪污了？请求巡察组查
一查。

收到匿名信访件后， 巡察组组长曹小军
立即召集组员， 认真研究分析信访件所反映

的内容。“群众信任我们，一定要调查核实清
楚，有问题，就移交相关部门及时处置；没问
题，也要为群众答疑解惑，还干部一个清白。 ”
“有疑必察，这事不能马虎了事，一定要给群
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一番讨论后， 巡察组立即按照程序成立
核查组，围绕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制定具体核
查方案。

接下来的日子里， 巡察干部顶着炎炎烈
日，深入走访村民和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又组
织财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驻村干部、村民
代表、党员代表一同开展现场勘查丈量，核实
工程量； 还组织人员到有关单位查阅项目资
料和财务账目。

深入细致的核查还原了事实真相。 原来，
2014年该项目立项和设计预算时， 没有将护
坡工程纳入设计和预算。 施工过程中， 又应

沿路群众要求， 依程序变更设计增加了护坡
工程。 信访件所反映的超出预算7.2万元部
分， 就是工程变更后产生的新增资金。

事情虽水落石出， 但导致群众产生误解
的根源还需深挖。 通过认真分析，巡察组发现
误会产生的主要原因， 是村务公开工作不及
时、不到位，没有将财务、村务等群众关注的
事项及时清楚地向群众公开。 村民们心里没
有一本明白账， 负责工程项目的干部也就成
不了清白人。

巡察组及时反馈调查的经过和结果，并
要求高山村尽快公示调查结果和工程项目支
出明细，同时公示群众关注的其他事项，自觉
主动地接受群众监督。 要求滁口镇党委政府
举一反三， 进一步强化全镇各村的村务公开
工作。

“原本心里还觉得有些委屈， 现在想来，
问题还是出在干部自己身上。 多亏巡察组
将问题查清楚了， 还了我们清白 ,以后我们
一定将村务公开工作抓早抓细抓实。” 一名

村干部感激地说。

让群众明白 还干部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