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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且报10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欧阳倩）9月29日，在长沙火车南站熙攘
的人群中，20余名穿着红色马甲、 蓝色
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调查问卷穿梭其
中。 他们是来自站内不同单位的“和谐
号”党建联盟成员。自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以来，该联
盟成员敞开大门听取旅客意见，切实提升
服务水平。

“和谐号”党建联盟是个“大家庭”,
“大管家” 是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
理办公室。 该站有49家驻站单位、99家

协调管理单位，上至铁路总公司，下至
省属、长沙市属单位。怎么管？2014年“和
谐号”党建联盟成立，将大家凝聚在党旗
下。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和谐号”党建联
盟把148家单位的659名党员统一起来，
按照“联学、联动、联改”模式有条不紊地
开展活动。

怎么学？“联学课堂” 每周开讲，
党建联盟20个党组织在课堂上学理
论、强党性，前往中国共产党长沙历
史馆、长沙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现场
看。“以前党员学习较为分散，现在学

习时间更加固定、 学习成员更加集
中、学习方式更加多元。”长沙火车南
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党工委书记
吴平辉介绍。

怎么动？依托“智慧南站”网格化服
务管理平台，把站区分为8个单元网格，
每个单元网格设立一个功能型党支部。
扶梯是否运行正常，路面是否整洁……
5名负责巡逻的网格员随时拍照、 上传
后台，再由党建联盟“派单”处理。

怎么改？坚持“开门搞教育”，在国
庆旅客高峰到来之前，“和谐号”党建联

盟线上、线下开展《长沙火车南站地区
旅客满意度问卷调查》。 一个个建议被
提出，一项项整改措施立即跟上。针对
地铁扫码出站要排长队的问题，目前已
增加多个闸机口；针对西广场出租车候
客区露天排队候车问题，党建联盟提出
建设风雨走廊，目前正在施工中……

“我们将进行针对性地一项项整
改， 推动主题教育活动落地落实。”吴
平辉说，目前搜集到的问卷调查，将在
10月初进行梳理， 并明确责任单位限
时整改。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阙奇涵）9月26
日，由省民政厅组织的全省城乡社区“领
头雁”培训班在韶山开班。来自全省各县
（市、区）的优秀社区（村）主任，实地考察
了韶山市清溪镇火车站社区，对该社区人
本化、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社会化的
民政创新工作印象深刻，认为韶山“五化
民政”为基层建设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在火车站社区一楼的“爱心超市”，

摆放着大米、食用油、棉被、衣物等生活
物资。柜台上有两本“爱心账”：一本《捐
赠登记本》， 记录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
物资及款项；另一本《发放登记本》，记
录领取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社区三楼
设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快乐儿童
家园”“留守儿童活动室”，15名社区工作
人员充当着5名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
工作人员严嫣说：“在社区里， 孤寡老人、
留守儿童和困难居民都能得到照料，这是

‘五化民政’建设带来的好处。”
韶山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介绍，该

局对照《‘五化民政’建设重点县市区评
估指标表》有序开展工作。在脱贫攻坚
上，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853人被
纳入兜底保障对象。在“一老一小”方面，
实行高龄补贴制度、基本（居家）养老服
务补贴、养老机构运营建设补贴，全市4
家乡镇敬老院均实现“公建民营”。试点
农村互助式养老， 在韶山乡黄田村和湘

韶村建立“60”后邻里互助点和互助队；
引进湖南都好养老集团， 接盘金色年华
养老公寓项目，目前项目已经动工建设。
在儿童工作方面，建成韶山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实现38个村（社区）儿童之家
全覆盖，572名留守儿童、294名困境儿童
全部得到精准帮扶。 在残疾人事业方面，
今年前9个月全市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
补贴”153万元。此外，殡葬改革、婚姻登记
等工作也按照“五化民政”标准有序推进。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嗡嗡嗡……”在长沙
橘子洲头上空，不时传来无人机螺旋桨的声音。国庆假期，为确保出游
旅客安全及市内重点景区安保工作顺利开展， 按照长沙市政府部署，
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启动长沙市重点区域5G+无人机执勤巡航工作。

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市民及游客涌入橘子洲景区进行观光游
览，景区人流量激增，对秩序疏导工作带来不小压力。与往年单靠
景区安保人员进行人力巡防不同，今年的橘洲景区有了更加高端
的应急保障技术加持。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位于橘洲公园的联通无
人机通信保障及5G巡航基地内， 多架复合翼无人机、 六旋翼无人
机、多旋翼无人机轮流升空开展全天候的安防执勤任务。基地内还
配置了无人机应急指挥车，遥控指挥无人机巡航动作，并接收各个
无人机上装载摄像头传回的景区巡航图像。 车内多块显示屏全景
呈现橘洲景区多个重点区域实时画面，景区内各景点人流量、秩序
情况一目了然， 为人流高峰预警和有序错峰疏导提供可靠的一手
资料，维护游览秩序的同时也保障了出行游客的游玩体验。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勿翻越围栏！”实时画面中捕捉到游客
翻越护栏的危险行为， 管控平台立刻操作搭载高空喊话器的六旋
翼无人机飞往目标区域，并对游客危险游览行为进行喊话提醒。长
沙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这是长沙首次采用了5G+无人机执
勤巡航模式，通过高带宽、低时延的5G网络和无人机集中调度平台
技术，圆满完成了橘子洲和岳麓山景区国庆安防重保工作。

“学生的事，
就是我的事”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王梅

“有事找方姐，有困惑找方姐，心情不
好了，还可以找方姐……”在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间流传这样一句话。

方姐是方燕老师，湖南环生职院教师，
连续14年担任辅导员工作， 被学生亲切称
为“方姐”。

“学生的事，就是我的事。”前不久，记
者见到方燕，她笑眯眯地对记者说，学生成
长成才，自己就开心。

2014年，方燕在课间休息时，注意到班
上一名女生， 正在收集同学们丢弃的矿泉水
瓶。方燕看在眼里，课后特地找了几位班上的
学生，详细了解这名女生的具体情况。

原来，这名女生叫张翠萍，来自常宁山村。
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外出打工，家中还有
一个无血缘关系的6岁妹妹。张翠萍懂事，自上
大学后，不仅没跟家里要过生活费，每次放假
回家，还会给妹妹买衣服、买营养品等物品。

“很心疼这个女孩子，既懂事又独立。”
了解到情况后， 方燕经常跟张翠萍聊天谈
心，请她吃饭，嘘寒问暖。同时协助张翠萍
申请到最高等级助学金， 并介绍她课余在
一家餐馆当服务员，节省生活费。

上学、兼职、参加实践活动……张翠萍
摸索到了平衡点， 专业成绩在学院遥遥领
先。学习之余，张翠萍打工补贴妹妹生活费
的事迹也赢得了同学的理解和钦佩。2015
年，张翠萍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012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黄丽刚毕业就
想回家乡开民宿，找方燕商量，方燕建议她先
工作一段时间，并推荐她去宁波一家四星级酒
店学习工作。1年后，黄丽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
家乡，开了家“百合民宿”，如今生意火爆。

通讯员 刘湘杰

10月7日，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可
溆浦县黄茅园镇金中村里的游客并未
明显减少。“来我们村的主要是康养的
老年人，他们不用赶回城里上班，打算
长住一段时间哩。” 带领村民创业谋振
兴的唐刚成道出了其中的“套路”。

6年前， 在外经商30多年的唐刚
成回到家乡金中村，个人出资200万
元，并联合一些村民，一道接手了村
里的石材厂，解决就业300余人。

开挖石材的地方，及时复绿；村道
等基础设施，一一补齐、升级；住在山上
的11户村民，因石材开采，生活、出行受
影响，唐刚成就给每户在镇上买了140
平方米的楼房，令他们喜出望外。

石材厂生意好，户户有分红。可是
唐刚成发现，石材厂的边角废料和锯石
粉尘污染环境。几经考察，他投资2000
万元， 于2017年底建起新型环保建材
厂，把边角废料和锯石粉尘“吃”得干干
净净，同时又解决200来人就业。

全村6300多人，石材厂、建材厂
两个企业差不多解决了十分之一的人
口就业，但是唐刚成觉得，离他理想中
的“村民富、家乡美”还有差距，特别是
那抛荒的水田，看着就“扎心”。

经过反复做工作，唐刚成终于说
服石材厂等企业股东， 共同出资，把
抛荒的水田流转过来，种上连片千亩

荷花。今年秋天气温高，村里的许多
荷花开到了国庆佳节。

“金中村在雪峰山下，水和空气
都很好，是远近有名的长寿村，古井、
古牌坊加上美丽的荷田，特别适合老
年人康养。”事实证明，在外见过世面
的“能人”唐刚成又一次看准了：这个
国庆假期，10余对老年夫妻选择到金
中村康养，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山顶
云卷云舒。

“以前从没想过，我们这个大山
深处，也会有游客愿意来住上一段时
间。”村民唐顺成说，金中村的振兴法
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纪念船山先生诞辰
400周年

衡阳县举行船山铜像
揭幕、纪念邮票首发仪式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邹靖方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戴军）今
天上午， 船山故里衡阳县举行纪念船山先
生诞辰400周年系列活动之船山铜像揭
幕、船山纪念邮票首发仪式，两个仪式分别
在县城船山广场、夏明翰会议中心举行。

一代鸿儒王夫之， 晚年隐居于衡阳石
船山，被称为“船山先生”。他以“六经责我
开生面”的伟大气魄、“道莫盛于趋时”的价
值追求，提出“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
新”“事随势迁则法必变” 等一系列朴素唯
物论和辩证法，创立了船山学派，开启湖湘
文化的一座新高峰。

“起五岳于方寸，立千年之人极。”今天
发行的王夫之邮票为《古代思想家（二）》系
列，全套6枚邮票，分别为王守仁、黄宗羲、
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由著名画家
范曾绘制，采用国画小写意的手法，以“古”
为尚、以笔铸“魂”，所绘6位古代思想家均
神采独具、各显风骨。

资阳区400多人
同吃“祝福面”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袁鹤立）10月2
日，在益阳市资阳区鹅羊池广场，老英姿面馆的师傅煮起“祝福
面”，还用桌子摆出“70”字样，祝福新中国70华诞。资阳区文明
办组织道德模范代表、 环卫工人、 社区老人、 游客和普通市民
400多人前来品尝。

老英姿面馆在资阳区小有名气，其招牌面热干面劲道、配料
讲究，吃起来十分过瘾。

在鹅羊池广场，大家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祝福面”，一边感叹
当地面貌日新月异，生活越来越好。“我特意从广州回来，同母亲一
起过国庆节。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让我尝到了熟悉的味道，还
能为祖国送上祝福！”家住古道街的赵玉兰说。

这边市民吃面欢，那边前来参加活动的道德模范代表举起了手
中的红旗，唱起了《歌唱祖国》。被评为“湖南好人”的龚卫民说：“这碗
面不仅是为祖国庆生，也为我们今后过上更好生活加油鼓劲！”

今年98岁的赵胆石老人曾在抗美援朝中担任战地记者。 听说
广场上有吃“祝福面”活动，老人坚持走来参加。“经过艰苦卓绝的奋
斗，我们迎来了今天的富强，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老人激动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廖荔平 刘贵雄

10月5日， 新田县朝阳社区一间
民房前，专程从长沙回来看望爷爷的
雷元军，陪着爷爷雷裕重在太阳下聊
天，两人笑声爽朗，场面温馨。

雷裕重1910年7月出生在新田
县大山里，眼不花，耳不聋。与记者谈
起多年前的往事，还记忆清晰，思维
敏捷。

雷裕重当过木匠， 织过草鞋，种
过蔬菜，养大了10个儿女。现在，全家
5代同堂，共有104人。

年轻时， 雷裕重就不沾烟酒，喜
好喝茶，生活很有规律。现在，他每晚
8时准时睡觉， 次日清晨5时左右起
床，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擦洗

身子，无论寒暑，至少两天洗一次澡。
说起雷裕重的长寿经，今年81岁

的二儿子雷渊银介绍，这得益于良好
的家庭氛围。雷渊银说，尽管从小家里
负担重，父亲读书不多，但他每天都会
抽半个小时，与孩子们谈心，教育大家
不要斤斤计较，学会与人为善。雷裕重
对亲朋好友礼让三分， 与人合伙做生
意，从来都拿最少的一份收入，还经常
义务给邻里干活、帮忙，通过“身教”告
诉孩子们要“吃得起亏”。

在雷裕重的教育下， 一家人从来
没有因为分家产、 赡养老人等家事红
过脸、吵过嘴。现在，雷裕重的儿子、儿
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等都主动照
顾他。雷裕重的一口牙基本掉光，家里
人就把肉熬烂，用西米、百合、葛根粉
等熬成粥，配上蜂蜜，给他食用。

雷裕重偶尔也会发脾气，但家里
人都让着他，细心解释。很快，雷裕重
就把刚才的一幕忘记了，从不往心里
去。

今年3月，雷裕重不慎摔了一跤，3
根肋骨骨折。鉴于他年事已高，医生建
议保守治疗。 雷渊银每天好几次为他
轻轻按压，帮助肋骨复位。大家还争着
用田七、枸杞等给他煲汤。仅一个月，
雷裕重便痊愈了，能下地行走了。

邻居们纷纷对记者说，雷裕重长
寿还在于他乐善好施， 胸怀宽广。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雷裕重经
常尽自己所能接济更困难的人。近些
年，社区兴办公益事业，他常常召集
家人捐款、义务投工投劳。前不久，他
过109岁生日时， 为当地苦才励志学
校的孤儿们捐款3000元。

宁远舂水村摆宴敬老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单明海）“登高

喜度重阳节，赏秋畅饮菊花酒。”10月7日重阳节，宁远县仁和镇
舂水村格外热闹。一场由村里热心青年捐资举办的“迎重阳尽孝
心”系列活动浓情上演，全村60多名65岁以上的老人汇聚一起，
观看文艺演出，品尝重阳美食。

舂水村摆敬老宴，由原零陵商校校长唐德绵提议，得到村里青
年的大力支持，并很快成立筹备组，收到近万元捐款。

上午9时30分活动开始，全程遵循传统礼仪，分为颂老、敬茶、
送福三部分。20多位小朋友齐声朗诵《孝经》，感念父母养育之恩，
一杯杯饱含对长辈美好祝福的绿茶送到老人手里， 现场还为老人
穿上崭新的马甲。文艺爱好者带来戏曲和歌曲表演，台下老人乐得
合不拢嘴，叫好声接连不断。

“开席啰……”伴随着一声浑厚的吆喝，舂水村敬老宴开席。菊
花酒、重阳糕、鸡、鸭、鱼等美食陆续上桌。72岁的唐解秀吃得很开
心，大赞村里的青年孝顺。

当天，舂水村还表彰了“十星文明户”和“孝老敬老之星”。“在舂水
村，孝老敬老已成为家风、村风、族风。”村支书吕初友说。

长沙5G+无人机
巡航景区保平安

老百姓的故事 百岁老人的长寿经

返乡创业，只为家乡更美好

10月7日，吉首市太平镇排吼村，苗家娃在猜谜语。当天，该市
民族少儿图书馆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文化惠民进农家活
动，为苗乡佳节增添文化氛围。 姚方 周晓燕 摄影报道

文化惠民暖民心

健全养老机构 帮扶困境儿童

“五化民政”开新局韶山市

带着问题学 奔着成效改

“三联”模式强服务长沙火车南站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胡当杰

谁会为一窑陶瓷而沉醉？谁会为一个陶瓷人而感动？
10月3日，平江县虹桥镇仁义村阜山窑开窑了，呈现在眼前

的是一件件精美瓷器。白色毯子垫着的桌上，摆上了温润如玉的
青瓷、色彩艳丽的钧瓷、低奢高古的紫金。

这是9年来阜山窑第34次开窑！3个月苦心创作、烧制，500件作
品诞生。窑主李亮东卸下所有担忧，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漂亮！”先天专程前来守望开窑的北京、上海等地的200多
位游客发出一片喝彩声。

阜山窑是对古代官窑文化的传承。2000多年前的岳州窑，
跟随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但李亮东惦记着它。

李亮东是虹桥人，199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雕塑专业，曾
在大学任教两年，也曾“北漂”。摔打10余年，他念念在心的还是
“非遗”，是岳州窑。

2010年，李亮东回到家乡，在虹桥镇仁义村，依山建了一座
15平方米大的蛋形柴窑，带领一群匠人继承岳州窑制瓷古法，用
这里厚重的泥土制作陶瓷。

一件较大的成品要多久出来？李亮东答道：“从制胚到装窑，
要两三个月准备时间。每年最多只能开窑4次。”很自然，它耗费
的是人工物力，考验的是韧劲与耐力。

“每窑的成品率其实不到30%， 我们这一窑的投入达50万
元，主要是业内收藏者收藏，每窑收入也就10多万元，产品根本
卖不完。”李亮东介绍。

制作流程复杂，工艺技术考究，销售十分艰难，那窑主追求的是
什么？李亮东镇定地说：“是文化传承。总得要人做这事。我要做的是
还原古法制瓷工艺，融入时代元素，创新发展。”

记者走进工艺坊，只闻泥土搅拌声远远传来，匠人们带着手套
在用心搅拌泥土。还有两个年轻学徒，正在揉泥拉胚。

一种匠人精神、一种传承的渴望，是他们无限的动力。李亮
东坚信：“这朵艺术之花最终会开满大江南北！”

还原古法制瓷工艺———
阜山窑第34次开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