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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代小林

“老人家，水来了！”
10月10日上午， 桑植县空壳树乡乡长胡

全明肩扛手提两桶桶装水， 满头大汗走进罗
家坪村彭辉倘老人家里。 老人一边不停地说
“谢谢”，一边搬出凳子让胡全明坐。

彭辉倘是村里的低保户，20多年前一场
意外事故让他的双腿落下残疾， 儿孙在外务
工，他独自一人生活。 连续两个多月没下雨，
导致该乡300多户700名群众严重缺水， 一些
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用水更是困难。

“送水上门！”为了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
空壳树乡党委、政府成立送水分队，党员干部
每天轮流送水到旱情严重的村落，帮全乡300
多户村民“解渴”。

干部们还经常上门帮村民干活。这不，胡

全明放下水桶，就和另一名干部扛起锄头、拿
着镰刀，来到门前屋后，帮忙砍南瓜藤，清除
杂草，搬烂砖头，打扫卫生。

这是张家界开展“四同”活动解民忧的一
个典型事例。

今年8月， 从张家界市委组织部到空壳树
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彭剑锋，一上任就把脱贫
攻坚扛在肩上，进村入户走访，了解脱贫情况。
在走访中，彭剑锋发现，贫困户的问题已逐步得
到解决，但非贫困户怨气不小，尤其是部分处在
贫困边缘的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不理解。

如何化解这些怨气？经过调研，彭剑锋意
识到，关键还是老百姓的心结没有打开，对党
的政策了解得不够透彻。为此，他们决定开展
“四同”解民忧活动，即干部下乡，与老百姓同
学习、同开会、同用餐、同劳动。从9月份开始，
全乡100余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赴9个行政
村组，进入老百姓家中，面对面讲政策，在与

群众同劳动、唠家常中，增进感情，解决问题。
汤溪峪村72岁村民谌世庆， 因房屋问题

多次上访，彭剑锋上任后多次登门走访，倾听
老谌一家人的诉求， 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做
通老人思想工作，并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协
调解决房屋地基、砂石、材料，让老谌家修房子
的大事有了着落，化解了老谌心中的怨气。

汤溪峪村彭发平家中的5亩水稻成熟后，
两口子忙不过来， 扶贫专干组织人员前来帮
忙。“掰包谷、扯花生、自己动手煮饭，苦活累
活带头干，没把我们当外人。”彭发平说，田间
地头，到处都是党员干部的身影，洋溢着浓浓
的鱼水情深。

“四同”解民忧，共筑“鱼水情”。自“四同”
活动开展以来， 该乡党员干部共组织开展屋
场会60余场，走访村民900多户，帮助群众解
决道路交通、人畜饮水、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
的大小诉求182件。

打开心门解心结
———桑植县空壳树乡开展“四同”活动纪实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通讯员 沈汇
记者 蒋睿）日前，位于雨湖区窑湾街道的
唐兴寺社区秋瑾故事陈列馆正式开馆，当
天吸引了近500名游客参观。 作为雨湖区
高品质生活样板社区， 唐兴寺社区依托当
地丰富的人文资源、文化底蕴，打造特色街
巷文化，塑造特色品牌。

近年来，雨湖区结合各个社区区位、人
口、资源和群众需求等，因地制宜，按照“一
社一品”的原则，打造宜居、人文、便利、平

安的高品质生活社区。今年以来，该区首批
打造2个精品街道、2个样板社区、11个亮
点社区，明确“幸福社区”“阳光社区”“智慧
社区”等高品质生活社区定位，打造了一批
特色鲜明、服务优化的品牌社区。洗脚桥社
区建设“新时代政治生活学习馆”，打造雨
湖区一流的党员实践教育基地。 雪园社区
携手该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以“社工带动
义工”，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日”“每周课堂”
等活动。

雨湖区：“一社一品”打造特色社区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10月14日，正在邵阳县蓝印
文化博览园进行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邵
阳县发展成就展， 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
观展。500余张图片、实物，以图叙事，以小
见大，全景式展示了70年来邵阳县经济社
会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此
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

此次成就展分为开创新天地、 改革大
发展、筑梦新时代三大板块，涵盖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精准扶贫等主题内
容，以时间为“经”，以民生故事为“纬”，通
过数据、照片、视频、实物、文字等多种形

式，全方位回顾了邵阳县在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辉煌成
就。走进展区，一幅幅反映邵阳县沧桑巨变
的珍贵照片、 一张张彰显脱贫攻坚成果的
图谱、一组组反映农业发展的对比数据，让
观展群众赞不绝口。

“我为这次成就展提供了80多幅照
片，回望邵阳县的发展变化，我深感骄傲与
自豪。”特邀前来观展的邵阳县退休老干部
唐湘鹏感慨道， 自己与共和国同龄， 他在
40余年时间里， 走遍邵阳县各个角落，拍
摄了大量图片资料， 真实记录了邵阳县这
个革命老区的沧桑巨变。

邵阳县：以图叙事展示70年发展巨变

10月15日， 道县寿雁镇水源
头村，农户在黑木耳种植基地管护
黑木耳菌棒。近年，该县创新扶贫
方式，将资源匮乏、不具备产业发
展条件的空树岩村贫困户，带人带
资金纳入资源丰富、适宜发展产业
的水源头村发展黑木耳种植产业，
实施“飞地产业”。目前，该基地流
转土地100亩，采取“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 订单式合作模式种植黑
木耳，亩均收入达到8000元。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飞地产业”
助增收 荨荨（上接1版）

新化是国家级贫困县， 长期以来受财
政收入低、学龄人数多、学校设施差、师资
缺口大等因素影响，城区学校大班额、超大
班额普遍，乡村学校设施陈旧、教师队伍不
稳定，影响教育质量。为改变这种状况，该
县建立县委常委会议和政府常务会议定期
议教、县领导定点联系学校等制度，做到教
育发展优先研究、教育问题优先解决。

同时，新化克服各种困难，加强财政统
筹， 确保年均投入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不少于4亿元。并倡导“一日一元捐”、县
直部门对口帮扶、 住宅项目配套建设幼儿
园与中小学校、 企业帮扶、 爱心捐资助学
等，发动社会力量支持教育。出台教育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全面
升级学校硬件设施。

新化还采取措施， 着力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建立公开招考、公费培养、特岗招聘、
人才引进等长效机制， 畅通优秀教师调
入绿色通道， 优先保障农村特别是边远
教学点教师需求。建立教师交流制度，引
导教师在城乡间、乡镇间合理流动。建立
督学责任区、名师工作室、网络课堂等，
定期开展送课下乡、教学研讨、学情会商
等活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对
山区教师发放艰苦边远山区人才津贴和
乡镇工作补贴，并在周转房安排、职称晋
级、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倾斜，让教师招
得进、留得住、教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