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
肖光盛对“三特”学子的帮扶没有

上限。2010年， 涟源桥头河镇的朱晓鹏
被保送清华大学，却为学费发愁。肖光
盛东奔西走，帮他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
问题。2011年，朱晓鹏因病休学，肖光盛
再次组织爱心人士为他筹措善款。在肖
光盛的发动下，众多爱心单位为朱晓鹏
求学治病累计捐赠善款37.5万元。 朱晓
鹏终于战胜了病魔，以优异成绩毕业。

“红心向党”
———是他的动力源泉
肖光盛跟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扶贫助学，现在的我，志更坚了，心更
红了。 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要
把我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红心向党，
是他的动力源泉。

1930年， 肖光盛出身于一个贫苦家
庭，14岁到长沙做学徒。新中国成立后，他
参军入伍，考上军校，命运从此改变。这段
经历，让他更加坚信“知识改变命运”。

转业后，肖光盛进入涟源市税务部
门工作， 直至一头青丝换白发。 他说：

“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一切。退休了，我也
要发挥余热。”

在肖光盛的“历年扶贫助学资助名
单”上，清楚记录着他所帮助的每一位
困难学生，其中有一位名叫胡珊，“重残
特困”，累计获得资助3万元。肖光盛介
绍：“她们家出了3个大学生， 她自己考
上江西师范大学， 妹妹在北京读研，弟

弟也考上大学。”他勉励胡珊，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 他说：“扶贫， 还要扶志、扶
智！ 我要求他们进入大学后第一件事，
就是写入党申请书。”

肖光盛算起“助学账”：“我们国家
依然人才紧缺。如果全国有十分之一的
党员每人扶助一名研究生，国家的人才
队伍将大大加强。”

从2005年到2015年， 他所帮助的学
生中，有370人上了大学，有83名硕士和18
名博士。

采访过程中，只要说起受助者攻读硕
士、博士，老人家格外神采飞扬：
“我们吃过没有人才的亏， 现在
一定要多出人才，人才强国。”家
人劝他：“你做得够多了，该休息
了。”肖老非但不愿意休息，又给
自己定下新目标： 到2021年，总
共扶助出200名硕士、博士。记者
问他，有的学生急于找工作赚钱
补贴家用，不能读硕士、博士，怎
么办？他说，读硕士、博士很重要，
有困难，我可以尽力帮他们。

“到2015年，硕士、博士101
个。2015年到2019年，增加了60
个……”掰起手指头算，肖光盛
信心满满,“2021年是建党100周
年，我要为党的百岁诞辰献礼。”

“无私无畏”
———是他的执着坚守

肖光盛扶贫助学的义举感

染着身边人。
他的妻子，80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

产党。
他的孙子肖忠耿，现在武汉某部队

服役，扶助2人上大学。
他从前帮助过的学生中，很多人走

上扶贫助学路。“杨柳文、盛斌，都是刚
工作不久， 就从工资中拿出钱来助学。
钱虽少，意义大。”

他联系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成了
他常年的助力者。

肖光盛多年的扶贫助学，也遭受过
不解甚至诋毁。有人说，肖老在善款中
抽成，赚了钱。肖老也不反驳，只是让爱
心人士和单位直接把钱打到帮扶学生
的卡上。在一次善款募集中，有人笑他
是“乞丐”，在“化缘”。他始终不动摇：

“无私者无畏，即使是当‘乞丐’，能帮助
贫困学生，也很值！”

所有的不理解， 肖光盛都一笑而
过，他的目标很清晰：帮助学生，培养人
才。

肖光盛说：“做扶贫助学事业要有‘三
心’：爱心、慈心、善心，有心能为天下事；
还要有‘三力’：毅力、魄力、魅力。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无私者无畏’。”

每当收到贫困学子发来“金榜题
名”的信息，是肖光盛最开心的时候。30
年坚守，他把自己当成了助学路上的一
块铺路石，磨平了自身，只为贫困学子
走得更远。

只为贫困学子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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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芳 )8月21日，天气炎热，桃源
县茶庵铺镇古道茶旅度假村浪漂世界水
乐园迎来大批玩水的游客。 该度假村是
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支持下， 由退
役军人创办的，员工也多为退役军人。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 常德老兵创业集团董
事长兼总经理陈国丙告诉记者， 常德市
热心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为“双拥”工作
注入了新内容。

常德市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为了擦
亮这张标志着军政军民团结、 社会和谐

进步的城市名片，近年来，该市在转变服
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上狠下功夫，进一
步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着力打
造暖兵心聚人心的城市。为营造尊崇军人
的浓厚氛围，该市举办“欢迎老兵回家”系
列活动，组织军地领导、家属代表、社会各
界群众共同迎接退役军人返乡。同时,为英
雄模范、参战老兵、烈士家属悬挂光荣牌，
为特殊困难退役军人排忧解难。 目前，全
市已累计悬挂光荣牌19.6万块。

该市出台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意
见，从保障军人依法优先、落实军人优待

政策、 扶持随军家属就业创业等7个方
面，推动拥军优属工作。由乡镇(街道)牵
头，组织社区（村）、网格及有关社会组
织、服务机构等，切实做好优抚对象、退
役军人服务工作，建立起“一对一”“一
对多”结对帮扶联系制度。加强军地共
建，持续开展“关爱子弟兵每一天”活
动。

同时,常德市还通过政策扶持、精
准服务、典型带动，帮助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市、县两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
引领、扶持退役军人参加“双带双促”

活动。全面实施“千百十工程”，即有计
划、 分步骤地培育1000名退役军人创业
标兵、 发展100家退役军人就业安置企
业、建立10大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基地。今
年来，已培训退役军人近1500名，为退役
军人提供就业岗位900余个。

长沙市工伤医疗
监管工作全面升级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王虹）23日，

长沙市召开2019年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工作会议，长沙
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与湘雅附三医院等59家工伤保险协
议医疗（康复）机构、协议辅助器具（药店）机构签订服务协
议， 并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医疗监管工作的通
知》，标志着该市工伤医疗监管工作全面升级。

根据《通知》， 长沙将从4个方面加强工伤医疗监管工
作：一是加强新增及续签协议资格审定，把好工伤保险协议
机构准入、续签关；二是完善工伤医疗监管体系，出台《工伤
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细化就医管理标准；三是完
善协议内容，健全退出机制，对涉及欺诈骗保等重大违规行
为的协议机构，将终止协议且3年不再续签；四是加大违规
行为查处力度， 一经查证属实， 视情节轻重将采取警示约
谈、责令限期整改、解除协议等处置措施。

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主任王平介绍， 该市已形成
布局合理、兼顾专科与综合、中医与西医、三级救治的协议
医疗康复机构体系，2018年共为5万多工伤职工拨付了
11540万元工伤医疗费用， 为1500人次有康复需求的工伤
职工提供了医疗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服务，为近8000
人次有门诊医疗依赖的工伤职工提供了协议药店的便捷服
务，为60人次有需要的工伤职工配置了辅助器具。

长沙县推出两条
党性教育精品线路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黄倩宜 记者 李治）看

到田汉悲愤地诵念聂耳诗歌时，全场鸦雀无声。观众呼吸沉
重，在那一段水深火热的时空中浑然忘我，不能自已……这是
舞台剧《田汉眼中的中国》尾声时的表演场景。演出最后，全场
观众站立，台上台下高唱《国歌》，将历史与现实，家国情仇与
身世沉浮，山河破碎与众志成城融汇到一起。歌者听者的情感
在升华， 爱国主义情怀被渲染到了极致。 长沙县近日推出以

“初心·使命”为主题的两条党性教育精品线路，为各级党组织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重要载体。

在青松翠柏中，瞻仰杨开慧烈士陵园；在断肠明志的誓
言里，体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催人奋进的国歌声中，
感悟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为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内生动力，长沙县委组织部、长沙县
委党校联合推出了两条党性教育精品线路。其中“体验共产
党人初心使命”线路包括杨开慧纪念馆、缪伯英故居、陈树
湘烈士陈列室、 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感悟
共产党人革命情怀”线路包括陈康白生平业绩陈列馆、李维
汉故居、田汉文化园、许光达故居等红色景点。

国际友人
学做浏阳蒸菜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姜广秀 李丽莎 ）24日下午，浏
阳蒸菜创意饭秀在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
心友谊厨房举行，来自法国、美国、意大
利、哥伦比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
位国际友人聚集一堂，分成8个小组，跟
着“蒸浏记”的厨师团队，饶有兴致地学
习特色美食“浏阳蒸菜”的烹饪技艺。

“这是山茶油、这是浏阳豆豉、这是
辣椒粉、这是浏阳腊肉……”来自阿尔及
利亚的TAGHZOUIT� LYDIA跟着工作
人员的介绍,开始做一道“走进联合国的
浏阳蒸菜”，她聚精会神睁着眼睛，等到身
旁的蒸锅里升腾起扑鼻的香味儿，才开始
欢呼“多么奇妙的味道”。通过现场嘉宾共
同参与，被命名为“一带一路”“为爱表白”

“天下大同”“蒸情浏阳”4个系列的20道文
创蒸菜陆续端上饭桌，融汇世界各地的味
觉体验，共享“色、香、味、形、意”俱全的蒸
菜盛宴,“浏阳，好吃！”各国朋友纷纷表示
特别喜爱这样的美食体验。

据悉， 浏阳蒸菜创意饭秀由北京国
际青年研修学院“一带一路”研修部、北
京汉语中心主办，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
委会承办，旨在通过创新友谊厨房的文化
场景和体验空间，让更多国际友人在生活
化的体验中感悟浏阳蒸菜文化。 目前，浏
阳蒸菜年产值达到220亿元，打通了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闭环产业链， 形成了基于

“国家地理标志”品牌的美食文化符号。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颜丫丫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血液在
机采下不断奔涌、回流；“不离不弃，真诚
救助”，墙上的宣传画鼓舞人心。

8月16日12时许， 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干细胞采集室， 血细胞分离机在循
环到1万毫升时停止了机采，怀化市第二
人民医院靖州院区李万平医师体内的血
液循环了2次， 成功捐献出造血干细胞。
很快， 这份造血干细胞被送往陆军军医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将为一名7岁白血病

患儿带来新生。
“很激动，能挽救一个生命！”8月21

日， 李万平对前来慰问他的当地卫健部
门和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说。

读大学时， 李万平就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这些年来，他累计无偿献血4600
毫升。

2012年7月10日， 李万平报名参加
造血干细胞捐献，并采集了血样，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去年1月，经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初配筛查， 李万平的血样与一名
白血病患者相符，需要进行高分辨配型。

“只要相配，需要我做什么都行。”李万平
高兴地前往配型。今年7月31日，李万平
接到通知，配型成功。

“真是太高兴了。”8月12日，李万平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科进行体
检，捐献造血干细胞准备工作正式展开，
打动员剂、 抽血、 测量体温成为每日功
课。每次打完针，他的腰部和背部有些发
烫，腿部发麻，膝盖疼痛，还伴随头晕、乏
力等症状，但他说：“只要能救人，这点苦
不算什么。”

“感谢家人的理解与单位的支
持。”李万平说，申请捐献造血干细胞，
得到了爱人赵艳辉支持。 这次单位还
特批他20天假， 并号召全院职工向他
学习。

群众出行更方便
永兴巡察解群众难题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 李永玲）8月23日，永兴
县湘阴渡街道滩洞村老鸡冲至荆草坪水
毁路段上， 道路维修作业正如火如荼进
行，工程车在来回运输石料，挖掘机在平
整路基。 滩洞村民李己元高兴地说：“巡
察组进村后， 拖了几个月的难题得到解
决，以后出门更方便了。”

今年7月底，永兴县委第三巡察组工
作人员在湘阴渡街道滩洞村巡察期间，
发现滩洞村老鸡冲至荆草坪路段， 因之
前连月下雨，造成山体滑坡、路基下沉，
存在安全隐患。 当地群众纷纷向工作人
员反映。

巡察组随后到湘阴渡街道办核实
相关情况， 得知街道办已上报到县交
通局， 便督促街道党工委与县交通局
和驻滩洞村扶贫帮扶单位沟通， 一起
筹集水毁路段的部分经费， 不足部分
则由湘阴渡街道办、 滩洞村委配套解
决。 目前滩洞村委已组织人力物力开
展修复工作， 滩洞村群众安全出行难
题有望尽快解决。

去年来， 永兴县委各巡察组先后巡
察115个村（社区），聚焦群众身边实际
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群众不满
意不放过，全县解决各类问题607个，增
强了群众对巡察工作的获得感。

把牢脱贫廉政关

邵阳县开展
“千人讲万人听”活动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丁
海文）“乡镇财税所干部唐某， 套取扶贫领域资金6万元，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
日，邵阳县纪委工作人员来到县财政局，以案说法，为干部
职工讲了一堂廉政课。

为把牢脱贫领域廉政关，今年7月起，邵阳县组织开展
“千人讲万人听”活动。由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乡镇场党委
书记、县直机关单位党组织书记、乡镇纪委书记、基层党组
织书记等千余人主讲， 给全县3万余名干部职工讲廉政课。
讲课内容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主题， 结合单位职责职能及全
县范围内查办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件， 讲清

“四个问题”，即脱贫攻坚工作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
不到位问题，脱贫攻坚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腐败问题，脱贫
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急躁厌战、“四假”等作风问
题，基层涉黑涉恶腐败、充当“保护伞”、扫黑除恶不力问题。

目前，已讲廉政党课22场次，3000余名党员干部听课。

转变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质量

擦亮“双拥模范城”名片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杨贵兰）“张家界不仅风景美，旅
游服务更让人称赞!”8月19日，张家界市
武陵源核心景区吴家峪门票站党员义务
咨询台前， 上海游客张浩在留言簿上动
情点赞。此前，张浩咨询景区路线时，工
作人员给予耐心细致解答。

去年12月， 武陵源区被定为省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区）。试
点工作开展以来， 武陵源区以志愿服务

为基本形式， 统筹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
源，吹响“三千奇峰人最美·文明旅游志
愿行”集结号。在景区，该区打造景区党
员义务咨询台、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示
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号等景区5
类窗口，在门票站、景区景点、游客集散
地，为游客提供线路咨询、应急救援、开
水供应、针线缝补、手机充电等人性化服
务。在吴家峪门票站“袁谋文党代表工作
室”,“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袁谋文，

每天和她的同事都热情地为前来咨询的
游客提供帮助。她告诉记者，暑期以来，
工作室每天服务游客上百起。

在城市，该区10支专业志愿服务队走
街串巷，围绕法律服务、文明劝导、社会慈
善等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6个乡（街道）
和33个村（社区）志愿服务队走村入户宣讲
惠民政策、 文明乡风、 卫生保健等主题内
容，让文明新风吹拂美丽乡村。51岁的湖南
好人李景军成立“李景军义工服务队”，带

领200多名义工开展义务理发、 助学助残
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目前， 全区共有志愿服务队128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注册志愿者1765人，在
志愿服务网站注册志愿者近万人。 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促进了旅游发展,今年上
半年， 武陵源共接待游客1214.26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9.14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9.26%、25.89%。

处处有服务 事事可咨询

志愿服务添彩文明实践

献出骨髓里的爱

常德市

武陵源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 月 25日

第 201923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35 1040 452400

组选三 498 346 172308
组选六 0 173 0

8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25日 第201909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672839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6
二等奖 1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24776
8 9219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27
96967

1636993
12809107

67
3748
63666
500870

3000
200
10
5

0814 23 27 3022

� � � � 8月23日，肖
光盛在家中整理
历年助学情况资
料。 熊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