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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李先强

国庆前夕， 宁乡市花明楼镇靳江村刘家
湾屋场桂花飘香，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乘着夜
色，扯上几把板凳，和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围坐
一团，促膝谈心。

“感谢的话不多说了。 我们屋场别的都
好，就是水质不太好，请政府帮忙解决。”一名
“大嗓门”汉子打开了话匣子。

“生活设施、环境绿化都好了蛮多，不过

要说搞好‘五治’工作，还得加强力度！”当晚，
村民们纷纷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同样的场景， 还出现在宁乡市玉潭街道
金星社区下瓦屋场蔡培祥家的地坪里。9月27
日晚，宁乡市长付旭明和群众团团围坐，拉家
常，话发展，解难事。

“希望有关部门能把电线、网线规范整
理一下。”“用电高峰期，电压不太稳，希望得
到改善。”……村民们争相发言，现场气氛热
烈。

连日来， 这样的场景正在宁乡各个屋场
上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屋场夜话” 更是成了敞开大门抓教育
的一个有效途径。 为了切实推动主题教育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宁乡市委常委
班子成员等深入到城市小区、农村屋场中，听
民声、解民忧、破难题。

目前，全市已有14个屋场展开夜话，当场
解决问题32个、当场交办问题51个，做到村民
反映的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楚华 潘芳 黄建军）10月6日，双牌县滨
河社区志愿者接到84岁的胡远财需要理发的
电话，立即上门服务。近年，永州市积极创新
居家和社区养老模式，一个电话，为老服务送
到家。去年，永州市入选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

永州市大力建设县、乡镇、社区三级联动
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制，帮助实现老年人“老有
所乐”。在全市所有县区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呼叫平台，24小时接受老年人的服务需求申

请；在街道设立小型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设立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整合社会为老服务商家和资源，
由专业人员为老年人提供送餐、送生活用品、送
药、保洁等服务。到目前，永州市为6万多名服务
对象提供养老上门服务近百万人次。

积极探索居家医养服务，实现老年人“老
有所医”。永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由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上门为老年
人提供定期体检、上门巡检、社区护理、健康
管理等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已与36.7万名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签约。
大力探索“时间银行”服务模式，打造“温

馨养老”。为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开设“时间
账户”， 存储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的时间，当
志愿者及家人需要服务时， 可从账户中提取
服务时间，优先免费享受服务。冷水滩区白竹
亭社区为383名志愿者开设“时间银行”，他们
累计为老年人服务超过8000余次。同时，为全
市12.96万名农村留守老年人建立信息台账，
每名留守老年人确定一名关爱联系人， 定期
探访，在他们生日及传统节日走访慰问。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康中新 欧阳霞

随手将共享单车扶起， 把路边的垃圾
收集， 一个个简单的动作汇成一道道靓丽
风景。金秋时节，一抹抹红色的身影，穿梭
在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的社区、巷口、学
校十字路口。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长青藤”志愿者。

在长青街道，“情暖夕阳” 志愿者定期走
访慰问老人，邀请医生上门体检；“爱心维护”
志愿者针对孤寡老人、贫困人员，开展家电和
水电维修等服务； 小区志愿者定期检修更换
院落、楼道路灯，照亮居民回家的路……

“以前，小区人员多、不好管，党员没有
‘存在感’，居民没有‘参与感’。如今，依托
红色小区建设，志愿者不断涌现，邻里关系
越来越融洽。”说起小区的变化，关家社区
贤童街电力小区住户易学明很有感触。电
力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院落， 流动人口
多，人员结构复杂，是当地“脏乱差”典型。
去年9月，该小区成立党支部，建立党小组

长、楼栋长、安全管理员、卫生管理员、劝导
管理员“两长三员”管理制度，健全社区、小
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四方联动”治
理机制， 发动党员群众主动参与小区管理
和志愿服务。目前，已形成一支200多人的
志愿者队伍， 治理环境卫生， 调解矛盾纠
纷。如今，小区环境整洁了，邻里和睦了，居
民的生活幸福感不断增强。

以志愿者行动为契机， 长青街道各社
区、小区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在宣传文
化墙上，名言警句、感恩语句、励志语录、文
明礼仪等“百花齐放”，传递社会正能量，春
风化雨润人心田。

前不久， 长青街道启动书香阅读创建
活动，建立起街道、社区爱心书屋及阅览室
的阅读体系。目前，街道各图书室共有图书
6万余册，形成了集阅读、学习、分享为一体
的读书体系。

一根藤蔓连接千家万户。以“长青藤”
志愿者为依托，长青街道形成了环境共管、
邻里互助、社区共建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尹萍 刘瑶

10月7日上午，岳阳市岳阳楼区王家河
街道枫树新村社区小广场上热闹极了，居民
相约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迎重阳
佳节”文艺汇演，精彩节目接连不断，台下一
片欢声笑语。 导演是81岁高龄的岳卓群，身
处幕后的他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岳卓群曾是临湘市二中教师。退休前，
他格外关心学生。班上有些学生生活费、学
费不够， 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来补贴
他们。学生刘复兴说：“我上学时，欠缴学费
的名字都上了公告栏， 是岳老师帮我补交
的。岳老师是我一生的恩师！”

退休后，岳卓群仍守望着当地孩子。今
年3月，他冒雨到梅溪乡冷水铺自闭症儿童
关爱中心调研，捐款3000元添置设备。

岳卓群是岳阳楼区“五老报告团”家庭
教育辅导员。他精心编写12万多字的家庭
教育讲义， 免费为社区学校、 幼儿园做讲
座；他还撰写“学党史、学国史、跟党走”知
识竞赛题， 组织东升、枫
树小学学生参与竞赛，并
购买4000多元的课外读
物奖励学生。2012年，他
被评为岳阳市“关心下一
代先进个人”。

2008年，岳卓群创立
了红枫中老年志愿服务

队，自掏腰包买来文艺器材，自编自导文艺
节目，利用公园空地、社区广场排练。一次
次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学校、军营、敬老院
免费演出。

在创建“四和”社区活动中，他编创10
多个文艺节目， 到社区表演。 他还抄写了
200多首歌曲，印发给歌咏爱好者，亲自教
唱。近5年来，岳卓群带领志愿服务队，下基
层义演近200场。

看到邻居方华保和他妻子李梦英 ,一
个听觉障碍、一个行动不便，子女又在外地
工作， 岳卓群便当起了他们的保健医生和
内当家，长年照顾他们。

一次， 方华保肠梗阻送去医院清理肠
胃，清理完后身体有点脏，岳卓群细心帮他
重新清理一遍。李梦英平日行动不便，岳卓
群总是背她下楼，坚持了整整13年，直到背
不动了。

当记者问及岳卓群帮了多少人时，他
说：“没有统计过， 我觉得帮助他人是理所
应当的。”

浏阳西湖村老人
集体承诺不办生日宴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李忱 彭晓玉 ）10月7日， 农历九月
初九，中国传统重阳节。这天上午，在浏
阳市集里街道西湖村公共服务中心，村
里600余名年满60岁的老人集体签署承
诺书，承诺不办生日宴等酒宴，为移风易
俗作表率。

近年来，西湖村修订村规民约，成立
村风民俗理事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 其他事项不办， 逐渐形成了良好风
尚。

“对老人来说，身体健康、儿女孝顺，
就是最大的福气。”西湖村村民廖爱国说，
他家四代同堂，家中96岁的奶奶陈玉兰和
70岁的父亲廖仁达签署承诺后，放弃了想
操办百岁宴和八十寿宴的念头。

“围绕移风易俗，我们将深入挖掘身
边典型，形成文明新风。”集里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

“长青藤”连接你我他
———娄星区志愿者服务温暖社区

岳卓群：

老骥伏枥，奉献不已
老百姓的故事

宁乡市委常委敞开大门抓主题教育

“屋场夜话”听民声

永州创新居家和社区养老模式

为老服务送到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8日

第 2019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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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 1040 1477840

组选三 822 346 284412
组选六 0 173 0

8 8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8日 第2019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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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2323042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126357
8 1552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01
92825

1513619
9803606

80
3532
58428
379273

3000
200
10
5

0510 14 15 2911

重温红色记忆 见证光辉历史
10月8日，长沙大麓珍宝古玩城，市民在参观雷锋画像。近日，湖南红色收藏展在长沙展出，

收藏家李高明提供的1000余件各类红色藏品，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展
览持续到10月13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