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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李忠林

10月12日下午5时许，江华瑶族自治县涔
天河镇阳华庙村， 几个在晒谷场玩游戏的孩
子看见邹景贵驾着三轮车驶来， 立即手舞足
蹈围上去。“放电影咯！放电影咯！”孩子们兴
奋喊叫。

邹景贵把车停好， 麻利地把十几公斤重
的设备卸下，又灵活地爬上梯子，一手扯着银
幕， 一手拿着铁锤， 嘴里还咬着系银幕的麻
绳， 不一会儿就把银幕挂到墙上。 布置好一
切，他掏出智能手机拍照、录像，上传工作群
和朋友圈，一气呵成。

晚上11时，人群散去，乡村静谧，邹景贵
独自收拾好东西返家。

今年69岁的邹景贵， 担任乡村电影放映
员已43年。与他同时期的放映员，都已退休。
有人调侃他，这么老的老头还放电影呐？邹景
贵笑道：“我可不是老头，我还干得动。”

1976年，从部队退役的邹景贵被选为公社
电影放映员。“那时看电影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我感到天大的好事落到自己头上。直到现在，我
仍然为从事这份工作感到自豪。”邹景贵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看露天电影是农村
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电影放映员进村宛如
明星登场， 老远就有人出来迎接。 邹景贵回
忆，他曾应村民要求，一个晚上放过7场。从夜
幕降临到天光乍亮，没有一个观众离场。

当时影片少，邹景贵拿到新片《少林寺弟
子》的胶片，按规定要在3天后归还。为了让更
多村民看到新电影， 他3天跑7个村， 放了13
场。有一天凌晨2时，他到达离家最远的泥井
村，电影放完后，他谢绝村民留宿邀请，找两
张课桌拼成床，用银幕当被，倒头大睡，天一
亮继续赶路。

“现在看露天电影的人很少了，年轻人都
有手机、电脑，女同志更愿意去跳广场舞。”邹
景贵感叹，这几年，一些“铁杆粉丝”也难坐到
电影落幕。双石桥村的罗才淼今年90岁，43年

里没有落下过一场电影， 但身体条件已不允
许他熬夜。每次他拍拍邹景贵的肩膀道别时，
邹景贵心里又暖又酸。

尽管如此，邹景贵还想继续为涔天河镇17
个村庄的村民放电影。他想，露天电影的光辉时
代虽已不再，但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还需要电
影文化的温暖与关怀。他也做好随时“谢幕”的
准备，如果坚守一辈子的职业消失了，必定是所
有人实现“看电影自由”了。

自26岁与电影结缘， 邹景贵一共放映了
13000多场电影。每次出门放映，他都会在下
午5时前收拾好装备，6时布置好放映现场，从
不逾时。这是一个退伍军人、老党员融入骨血
的自律和严谨。

43年， 激情澎湃的青年变成年近古稀的
老者，曾经一到晚上就摸瞎的涔天河镇，如今
村村都有了太阳能路灯。唯一不变的，是邹景
贵真诚为村民服务的心。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
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谢定局）10月22日下
午， 洞口县城一户居民来到邵阳快警洞口县
城2号平台，对平台警员一个星期前的救命之
恩表示感谢。

10月15日上午10时许， 邵阳快警洞口县
城2号平台快警谢少柏正带队开展网格巡逻，
至洞口一桥北端时， 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警
车前面，一名女子气喘吁吁跑下车，称自己4
岁孩子高烧抽搐，随时有生命危险。由于去医

院的道路拥堵严重， 心急如焚的她只得求助
于快警。

谢少柏等人迅速下车查看情况， 只见孩
子耷拉着脑袋，身体滚烫，全身抽搐，命悬一
线。时间就是生命！快警立即向县公安局指挥

中心报告情况，同时开启警灯和双闪，在前方
引导出租车向县人民医院疾驶而去。 在警车
护送下，出租车仅用157秒就顺利通过拥堵路
段到达医院，为救治孩子赢得了时间。

由于救治及时，患病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爱国情 奋斗者 把快乐带给乡亲们
——— 一位农村电影放映员的故事

生死157秒
洞口快警紧急护送病危幼儿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日华 唐甲生）今天，江华瑶族自
治县大圩镇纪检工作人员来到该镇高寒山
区易地移民搬迁安置点， 了解政策落实情
况， 并将情况通过手机上传县纪委监委
“12388”平台。

过去， 一些乡镇纪检工作人员对日常
工作中干什么、怎么干，感到有些茫然。上
级也难对乡镇纪检工作进行量化考评。去
年7月起，江华县纪委监委依托“云平台+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 开发出“12388”
平台，即“围绕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
一中心， 落实好协助乡镇党委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监督责任等两个责任，开展三项监督，紧盯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八个方面， 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等八种监督方式”的要求，将

22项日常监督任务分解到每一周，要求乡
镇纪检工作人员抓好落实，当场填报情况。
县纪委监委不定期抽查、核实，对完成情况
逐项打分。这项工作创新，日前受到国家有
关部门肯定。

“12388”平台收集信息方便，可实现
县乡纪检监察部门信息互通、统筹办案，还
让大家从填报资料台账的繁琐中解脱出
来，轻装上阵。近日，河路口镇纪委在日常
监督中发现，李某某侵占4万余元村集体退
耕还林延长期补助资金 ， 立即通过
“12388”上报，县镇合力查办，给予李某某
开除党籍处分。

通过强化乡镇纪检部门日常监督，今
年1至9月，江华扶贫领域立案53件，同比
增加51%；扶贫领域信访越级访、重复访，
同比下降30%。

强化乡镇纪检监督
江华创新推出“12388”平台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杨云霞 刘施婷）10月23日， 记者
从常德市发改委获悉， 该市已全面启动节
能环保、生态建设、“三农”建设等国家投资
方向和社会民生等6大领域2020年市级政
府投资项目计划编报工作。 常德市纪委监
委派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对编报工作全
程监督，力度较往年进一步加大。

为防范政府投资风险， 该纪检监察

组督促修订完善《常德市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申报及安排管理
实施细则》 等制度， 以确保计划编报公
开透明、 科学可行， 让政府投资资金发
挥最大效益。 据悉， 所有政府投资项目
须经严格流程， 才能纳入项目计划。在
项目审批及资金申报过程中，微信公众
号、 举报热线电话、 电子邮箱等各种监
督渠道保持畅通。

常德强力防范政府投资风险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通讯员 杨雄
春 记者 严万达）10月23日， 蓝山县河长
办工作人员和湘江源瑶族乡竹林村河长到
湘江源头区域巡河， 督促一个小水电站的
负责人郑某保持水坝生态流量通道畅通。
据了解，该县实行河长巡河制度以来，全县
500多名行政河长与民间河长坚持巡河，
齐心协力保护好湘江源。

近年来， 蓝山县把湘江源保护和治理作
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由县委书记担任第一
总河长，县乡村三级河长带队巡河，民间河长

自发巡河。实施“强规、増绿、洁地、净水、治气、
野保”6大生态工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3
大保卫战，对农村垃圾实行分类收集，保持河
道地净水清岸绿。完成了全县196家规模养殖
场污染防治设施改造， 县城污水处理率提高
到98％，取缔小炼油、小造纸、小冶炼等企业
100余家，从源头消除污染隐患。

目前， 蓝山县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达100%，控断面河流水质100％达到国
家Ⅲ类以上水质标准， 河流源头水断面
100％达到Ⅱ类以上标准。

蓝山500多名河长保护湘江源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晶）今天，城步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发布消息，追回违规发放的退耕还林补贴
153.84万余元， 并对2名涉案主要领导进行
立案查处，对5名涉案干部进行严肃问责。

今年9月初，财政部湖南省监管局到城
步检查， 发现城步顺利农林专业合作社所
造油茶林，既纳入2015年至2018年度退耕
还林项目，获得退耕还林补贴164.12万元，
同时申报2017年度土地开发补充耕地项
目，涉嫌造成国家财政资金被浪费。

城步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随即展开调
查。调查组通过多方走访了解到，顺利农林专
业合作社所造1500多亩油茶林，基本上是种
植在土地开发补充耕地项目交付的新增耕地
上、自行开垦的荒山上及少量非基本农田上。
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 不得将土地开发整
理复垦耕地纳入退耕还林范围。调查组认定，
顺利农林专业合作社已纳入退耕还林项目的
1336亩油茶林，除93.44亩符合退耕还林条件
可以纳入外，其余都不能纳入退耕还林项目，
153.84万余元退耕还林补贴属违规发放。

城步追回违规发放退耕还林补贴关爱
环卫工人

10月23日，湖南烈
士公园， 环卫工人开心
地举杯庆祝。 环卫工人
节即将到来， 民革长沙
市城建支部联合部分爱
心企业开展关爱环卫工
人公益活动， 给该公园
90余名环卫人员送上
水杯、风雨衣，并邀请他
们一起吃大餐， 提前送
上节日的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