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能广 陈艳华

7月30日，家住新邵县龙溪铺镇新禾村的
2019级高考生邓震方收到了东北石油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今年高考，我们村又有好几个年轻人考
上了大学，又是一个丰收年。”新禾村党支部
书记邓占平说。

新禾村位于新邵县与新化县交界的天龙
山脉深处，共10个村民小组1168人。这里山高
路远，交通不便，距镇政府10公里，距县城65
公里，2018年才摘掉贫困村帽子。

就是这么一个曾经的穷山窝， 却是高考
“大赢家”。据初步统计，自恢复高考以来，新
禾村共走出了3名博士、4名硕士、35名大学
生，考上中专大专的就更多了，该村也成了远
近闻名的“人才村”。

“我们村越是家境困难的孩子，读书越
用功。”邓占平说 ,“一门两博士”的三组村民
邓宏光， 今年69岁，46岁时 , 他的妻子患重
病去世，留下两男两女4个孩子和一大笔债
务。 因家中一贫如洗， 邓宏光一直没有再
娶，他白天干农活，夜晚煮猪食做家务，就
这样又当爹又当妈把4个孩子拉扯大。在苦
水里泡大的孩子们特别懂事争气， 成绩个

个优异。 老大邓和军在西南政法大学读博
士后，现在海南大学工作；老三邓超生在中
南大学硕博连读，现在湘潭大学工作；老四
邓桂珍大学毕业后， 现在长沙一家大公司
工作。只有本来成绩也十分拔尖的老二，考
虑到家里困难， 不得已主动放弃了学业 ,外
出务工，与大学无缘。

新禾村教学点由于位置偏僻，条件艰苦，
以前留不住老师。 新禾村村支两委对教育十
分重视， 为每名教师每月给予400元交通补
贴， 对学生参加镇里考试成绩领先的任课教
师也给予相应奖励。 村里还积极争取爱心人
士支持，为学校新建了教学楼，还为贫困生捐
赠了爱心书桌。如今，新禾教学点学生的成绩
一点也不比条件好的学校差，更多的人才，将
在这里不断涌现。

深山“凤凰”齐齐飞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8月6日 星期二
政治·文教 14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扬

7月30日，衡阳市石鼓区13名退役军人来
到衡阳万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参加免费技
能培训，学成合格以后安排就业。组织这场活
动的是刚刚在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荣获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的曹刚修，他以这
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和战友庆祝建军92周
年，共话军人情怀与荣光。

愈挫愈勇自主创业
曹刚修出生于1978年， 高中毕业怀揣报

国梦参军入伍，来到广州军区驻衡阳75150部
队。12载青春奉献给国防， 先后荣获优秀士
兵、优秀士兵标兵，优秀教练，荣立个人三等
功、集体二等功各一次，并于1999年光荣当选
广州军区党代表。2006年，在一次试训新装备
中，曹刚修光荣负伤，不得不退出现役。

他回到老家安徽省寿县， 立志要干出一
番事业。先来到上海经营酒店，又筹资与人合
伙开公司，但自主创业不容易，曹刚修的这两
次创业没走多远就关门收摊了。 越是困难越
向前，军人本色让曹刚修愈挫愈勇，不久将战
场转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衡阳， 在永兴集团
担任保安经理。其时，永兴集团的家居市场门
庭冷落，整个商场三分之二的门店是空店铺，
剩下的经营户因为生意寡淡不愿意交租金，
有的还要求撤场。

机遇往往孕育在危机中， 曹刚修冷静地
看到商机，果断注册成立公司，与永兴集团签
下5年的场地租赁经营合同。他带着队伍扑下
身子搞调研，真心实意听意见，内抓管理，外

促招商， 灵活调整招商经营策略。 他们利用
“3·15” 打假维权活动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举
办《中国好声音》衡阳赛区万居市场专场、“万
居市场形象大使”选拔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让商场“活”起来。3年多时间，市场不但稳住
了老客户，还新招租面积6800多平方米，年完
成税收60多万元。目前，万居市场经营商户超
200家，经营品牌达300个，为退役军人、军嫂、
大学生、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

立足衡阳挺进外省
商场如战场， 曹刚修一直以军人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也借鉴军队管理方法管理团
队，要求着装规范统一，行动号令一致。他的
员工告诉记者， 工作中曹总坚持军事化管理
模式，公司每次例会要求与会者不得迟到，对
于开会迟到、缺席的商户，他宁愿损失掉商户
也不会丢了规矩。

严格管理带来了企业加速发展。2018年，
万居市场管理公司走出湖南， 在安徽省阜阳
市太和县成立太和县万居家居有限公司、太
和县美硕家居有限公司、 太和县衡居鲁系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3个分公司，打造了经营面积
达5万平方米的“万居家居广场·百太星马国
际店”。 曹刚修带领团队不断拓展省外市场，
朝着“万居家居进万家”目标挺进。

为了助推精准扶贫， 帮助石鼓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增加就业岗位， 曹刚修成立衡阳万
居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免费为当地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上岗培训。 该公司成立不到半年
时间，在石鼓区旭东村、角山村组织开展就业
扶贫专场招聘会， 解决了近百名待业人员的

就业问题， 受到了两村村民及社会的广泛赞
誉。曹刚修被评为2018年“石鼓区脱贫攻坚最
美扶贫人”，衡阳市带头建设家乡、促进经济
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双带双
促”先进个人。

公益慈善展现担当
曹刚修经常说：“帮助一名学生解决上学

困难，就等于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积极参加
石鼓区工商联发起的“精准扶贫，爱心助学”
等活动，用爱心播种希望，以善行收获幸福。

该区角山乡角山村梁新屋组低保户梁坤
不幸罹患甲状腺癌，两个女儿读书，父母年老
多病，需长年服药。2016年秋天，梁坤的大女
儿梁善荪考上大学， 正当梁家一家人为学费
发愁时，曹刚修了解到情况，来到他家里，向
他伸出援手，还鼓励小梁放下包袱好好学习，
不用为学费之事分心。此后，曹刚修一直资助
小梁同学等贫困学子。 梁善荪动情地说：“我
一定努力学习， 将来做一个像曹叔叔一样有
爱心的人。”

助残护残，送给残疾人一个温馨的家。曹
刚修动员公司员工和商户为全市163名精神
残疾人捐赠御寒衣物，为他们送去水果、蛋糕
等物资， 还为20户重点精神残疾人家庭捐赠
价值30多万元的家具、家电，并请人上门安装
好。从公司成立至今，曹刚修组织参与20次扶
贫公益活动， 帮扶人数345人次。 曹刚修说，

“从事公益慈善，体现一个企业负责人的社会
担当， 今后我和万居公司将更加关心公益事
业，聚集行业力量，开展脱贫攻坚、爱心助残
等系列公益慈善活动，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静

近日，“党建手拉手 共建促发展”长沙
市卫健委结对党组织座谈会召开，长沙7家
公立医院的“亲家”踊跃发言，畅谈“结亲”
后的喜人变化。

长沙市历来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
设，从去年5月开始，全市从医疗系统开始
试点，7家市属公立医院党组织分别与7家
二级以上民营医院党组织结对共建，以“班
子联建、党员联管、实事联办、发展联促”的
方式,通过党建引领业务大幅提升，为“健
康长沙”贡献了积极力量。

党员亮身份
根据市委两新工委统筹安排，7家市属

公立医院分别为， 长沙市中心医院和长沙
市第一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第八医
院及长沙市口腔医院、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他们结对帮扶的“亲家”分别是长沙融城医
院、年轮骨科医院、昌恒康复医院、长好医
院、科尔雅口腔医院、珂信肿瘤医院和仁和
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派驻到珂信肿瘤医院
的专职第一书记邓雄飞说， 民营医院并不
是没有党员， 但因以前不重视所以很多党
员不愿亮身份，目前,接转组织关系、党建
指导员到位后迅速理清关系，直管党员从2
名增加到12名， 并于去年11月2日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支委。“亮身份” 后的党员创先
争优意识明显增强，戴党徽、做表率成为珂
信肿瘤医院新风尚。

民营医院普遍存在着党组织架构不
完善、 党员身份意识不强、 党建阵地缺
失、组织生活不到位等问题。通过一年共
建努力，共协助1个党委进行换届，新成
立1个党支部，4个支部增补了支部委员，
7家民营医院高管和党组织成员交叉率
达70%以上。

骨干下基层
“患者发现血糖升高12年，其Ⅱ型糖

尿病危险因素有哪些？”今年4月，长沙市
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常规教学查房中，随
同医生里多了一名特殊的“学生”，她就是
长沙融城医院第二党支部书记、 内分泌科
主任周宇。作为两家医院“手拉手”的一项
重点内容，共有30多名来自长沙融城医院
的基层党务干部和业务骨干进入市中心医
院参加学习。

同时， 市中心医院派驻专家周二参与
查房、 周三参与坐诊， 并对疑难杂症进行

“会诊”，让优质医疗资源得以下沉。
医疗系统专业性强， 在结对帮扶中两

家医院业务骨干的“双向交流”，有力帮助
了民营医院不断提高诊疗水平。

一年多来， 长沙公立医院共为民营医
院授课培训162人次，短期进修50多次，双
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大大加强。

群众得实惠
“作为一名准妈妈，如何正确母乳喂养

是我最关心的。”今年5月，长沙市妇幼保健
院保健党支部与结对单位长沙仁和医院党
支部联合开展了“母乳喂养好” 主题学习
班，40余位孕妈妈受益匪浅。

医院“手拉手”，患者得到实惠最多，看
名医家门口即可， 群众对民营医院的满意
度不断提升。

一年来，14家结对共建单位共同开展
社区义诊、 志愿者服务等党建活动160多
场次。 公立医院精湛的医疗技术和民营医
院精细化的经营理念互帮互助， 共同助推

“健康长沙”蓬勃发展。
据悉，长沙市委两新工委已在教育、网

信等行业领域“扩大战果”，成立了10个行
业党委，选派了16名专职党组织书记和23
名党建指导员。

最美退役军人
矢志创业献大爱

———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曹刚修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艾杰 岳霞 王章倩）“连打了几次电话， 我还以
为是诈骗！”7月26日， 在税务人员的不懈努力
下，一笔71.62元退税终于到达岳阳市华盛汽车
维修服务中心法人代表黎晓惠的账上。这样一
笔小小的退款，为何这些工作人员如此执着？

今年5月，岳阳市南湖新区税务局纪检组
就“减税降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组织监督检
查， 发现华盛汽车维修服务中心有一笔70多
元的税款没有退到位。“数额再小， 也要退到
位！”问题交办后，南湖新区税务局税管员王

波几经波折， 打通了其法人代表黎晓惠的电
话，并通过耐心解释，将税款顺利退还到位。

今年以来，为保证中央“减税降费”政策落
实到位，岳阳市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建立了监督
检查“三级分查”机制，即：“日检查”，由派驻纪
检监察组或有关单位纪检组在工作日入企入
户抽查， 督促有关部门立行立改；“周筛查”，由
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每周五定期组织筛查趋向
性和苗头性问题， 向相关单位提出整改建议；
“旬抽查”，由市纪委监委成立督查组，依托“互
联网+监督”平台，进入全市重点企业或个体工

商户比对抽查。
“运行‘三级分查’机制，旨在及时发现吃

拿卡要、收受贿赂、优亲存友等腐败问题以及
政策落实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等问题，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岳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
主任林彰良介绍，截至目前，该市共督导整改
问题19起，组织处理7人，提醒谈话15人次，诫
勉谈话2人。

在责任压力面前， 岳阳市各级税务、社
保、 财政等部门逐笔建好了降费退税“铁账
本”，做到应降尽降、应退尽退、应享共享。今
年前5个月，该市共减免各项税收6.87亿元，社
保基金降费0.98亿元， 非税收入降费0.67亿
元，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

71.62元也要退到位
岳阳市“三级分查”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

党建手拉手助推“健康长沙”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通讯员 曾宪章
彭珂）7月29日上午9时， 中国农业银行保
靖县支行干部、 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驻村
第一书记龙俊在工作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
幸牺牲，享年59岁。

2015年， 龙俊主动请缨到保靖县碗米
坡镇美竹村担任扶贫队员。随后的5年里，他
又先后两次主动提出坚守在扶贫一线，赴毛
沟镇如景村和阳坪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没有豪言壮语， 龙俊用行动写下驻村
帮扶“成绩单”。在他担任阳坪村第一书记
期间， 组织全村共硬化通村公路7公里，通
组公路7公里，完成进户道路硬化5公里，5
个自然寨通自来水，农网改造率达100％。
他为擅长种植辣椒的彭廷萍争取了10万
元项目贷款， 目前辣椒种植规模达到200
亩， 带动了该村12户建档立卡户28人脱
贫，户均增收2000余元。

保靖一驻村第一书记因公殉职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赵越） 记者今天从梅溪湖大剧院了解
到，8月19日至11月1日， 该剧院将迎来两
周年庆演出季，超20部48场重磅剧目将与
剧迷见面，目前各剧目已陆续开票。

据了解，8月19日至25日， 风靡全球、
斩获86项世界顶级戏剧大奖的伦敦西区
原版音乐剧 《玛蒂尔达》（Matilda� the�
Musical） 将在梅溪湖大剧院活力上演，拉
开两周年庆演出季的序幕。这部被誉为“英
国国宝级”的音乐剧，自2011年在伦敦西
区首演上取得巨大成功， 随即在全球音乐
剧界引发轰动， 至今一直保持高质量演出
和五星级口碑。

梅溪湖大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剧院特意引进了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
山》、大型民族歌剧《英·雄》等多部由名家
名团演绎的著名红色经典作品。除此之外，
大型诗意歌舞剧《昭君出塞》、大型原生态
歌舞集《云南映象》、赖声川导演的话剧《暗
恋桃花源》、林兆华执导的话剧《银锭桥》以
及舞台剧《遇见自己》、音乐剧《波波波尔斯
卡》、长沙本土戏剧《创造叭叭叭》和《恐怖
分子》、舞台魔术秀《摩天轮起源》、儿童剧
《恐龙归来之小精灵历险记》等涵盖多个类
型的精彩剧目， 都将在夏末秋初与热爱戏
剧的观众们见面。

梅溪湖大剧院两周年庆演出季大幕将启
20余部大剧好戏连台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刘雷山 朱文青）高温天气，不少市民
选择游泳戏水消暑度夏。殊不知，水中虽然
清凉，皮肤更容易被晒伤。记者今天从长沙
市中心医院获悉， 该院皮肤科近两周收治
近20例在户外水上乐园戏水被晒伤的患
者。

为什么人在水中更易被晒伤？ 长沙市
中心医院皮肤科张超副主任医师解释，夏
季高温天，人体在水中感觉清凉，容易忽略
紫外线的灼伤，暴晒时间容易过久。而且，
紫外线在水里经过反射， 照射的剂量和程
度比陆地上更大，灼伤比岸上更加严重，主
要表现为皮肤发红、水肿、起水疱，伴有灼
痛感或刺痛感。

“夏天去海边度假、水上乐园游玩、外

出旅游、 钓鱼等户外活动， 要做好防晒措
施。”张超建议，可以选择戴上宽沿的遮阳
帽，打遮阳伞，戴太阳镜、穿防晒服，涂防晒
霜， 避免因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发生急性光
毒性反应引起皮肤损伤。 可以选择在上午
10时之前或下午5时之后下水， 在水中玩
耍的时间不能太长。提前半小时涂防晒霜，
若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每隔1至2小
时擦一次。

医生提醒，如果发现自己被晒伤，轻度
的可以先用湿冷毛巾做冷敷， 然后外涂湿
润烧伤膏；如果晒伤严重，皮肤红肿，灼痛
感明显，水疱较多，应到正规的皮肤专科就
医接受治疗。一般来说，日晒伤只要处理及
时得当，是不会留下疤痕的，即使留有色素
沉着，治疗后会逐渐减退。

戏水享清凉 别忘了防晒
户外水上乐园成晒伤高发区

通讯员 周澜 邹自平 刘嘉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7月26日，孕24周700克袖珍胎儿希希（化
名）与死神顽强抗争164天后，康复出院。出院
时，希希的体重已经达到5000克。在娄底市娄
星区人民医院，希希的妈妈贺梦雄热泪盈眶，
再三感谢医院为希希所做的一切。

高龄早产，产下“巴掌婴儿”
2月12日，在娄星区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病

房外，希希的爸爸胡岁辉一直在等候。
“胎儿在母体所待时间较短，导致新生儿

出生体重严重不足，体重只有700克，情况非
常危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病房里传出的
消息，让胡岁辉坐立不安。

妻子贺梦雄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
今年41岁的胡岁辉与35岁的妻子成婚15年，
一直未怀孕。十几年来，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
大小医院， 妻子的肚子却始终没有消息。后
来， 夫妻俩决定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第一次
没有成功，第二次胎儿还没成型便夭折腹中。
这一次能够成功怀上， 承载的是全家的希
望。”夫妻俩倍感珍惜。

没想到，2月12日凌晨， 怀孕仅24周的妻
子便迎来了头胎的生育大关。据介绍，希希刚
出生时情况十分危险，头围仅23.3厘米，身长
仅31厘米，体重不足正常婴孩的1/3。

不离不弃，生死守候
由于患儿胎龄极低、 体重极轻、 病情极

重，就地救治是唯一选择。
为了救治希希， 娄星区人民医院成立了

以院长为组长的医疗救治领导小组， 详细制
定了针对患儿危重情况的医疗、 护理整体救
治方案。同时启动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积
极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湖南省儿童医院
的帮助。第一时间，省级知名专家不断前往医
院为希希诊治。

2月21日，10余家新闻媒体呼吁全社会爱
心人士聚焦希希的救治。

2月24日上午9时，娄星区人民医院举行“伸
出双手，传递温暖，医者仁心，为爱担当———24
周早产儿爱心募捐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共收
到来自医院及社会各界的捐款金额约30万元，
其中医院干部职工募捐7.544万元，医院帮助希
希开展的轻松筹筹得18万余元。

4月16日起，希希的病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母亲节前夕，母亲贺梦雄终于
能抱一抱自己的儿子希希了。

5月31日，“六一”儿童节前夕，希希穿上了
漂亮衣服，盖上了小包被，体重蹭蹭地往上涨。

6至7月，希希生命体征达到正常值，加强
了康复训练，体重增至5000克以上。

医护人员帮助这个顽强的小家伙闯过了
呼吸关、感染关、营养关等种种早产宝宝面临
的关卡，为一个新生命擎起了希望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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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希希出生100天纪念照。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蒋一田)8月5日，“非遗女书主题手
机” 研发成功新闻发布会在江永县女书意
象馆举行。在发布会现场真机体验区，记者
将手机对准纸片上的女书符号轻轻一扫，
相对应的汉字立即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整
个过程准确高效，只需短短数秒。

据了解，女书主题手机研发者谢少林是
一名“80后”，也是土生土长的江永人。谢少
林自幼学习书法绘画，1993年开始接触女
书，能熟练识、读、写、唱女书。大学毕业后，谢
少林成为古籍修复师， 并继续学习研究女

书。为了让女书“活”起来，谢少林产生了研
发女书输入法和字库的想法。近年来，谢少
林及其团队借鉴女书国际编码及《江永方言
研究》《女书字典》等，与江永女书传人一起
探讨规范借字用音，研发了女书输入法和字
库，并开发出全国首款女书主题手机。

目前， 该手机字库收录女书符号500
余个，并对3500余个常用汉字借音，能基
本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用户通过语音、拼音
输入、文字扫描等方式，能实现女书与汉字
互译。手机还配套了女书特色开机动画、铃
声、壁纸和表情包等。

“80后”研发首款女书主题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