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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成新

日前， 一辆装载价值52万元“湘
珍玉液” 饮品的大货车， 在湖南省玉
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尹跃明等3名
爱心义工护送下， 驰援雅安……

改革开放以来， 40余万“敢为人
先” 的邵东人走南闯北， 成为“利义
并存” 的邵商劲旅。 邵商代表赵威将
创业激情融入到爱心义工活动中， 于
2012年5月携手一批爱心人士筹建了

“邵东县爱心义工联合会”。
一次春潮涌动的爱心启航， 一路

荡气回肠的爱心征途， 一组感人肺腑
的爱心镜头， 一行执着坚定的爱心足
迹， 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500个“爱心书包”点亮
贫困学子的希望

爱心之旅， 从爱心助学出发。
从去年5月起， 赵威、 黄慧英、

骆桂东等10余名义工， 在近3个月时
间里， 栉风沐雨， 车程万里， 徒步千
里， 遍访邵东斫曹、 双凤和堡面前3
个省级贫困乡， 80多个村， 确定200
多名贫困学生， 为“爱心助学” 第一
期资助对象。

2012年6月1日， 邵东义工正式启
动“爱心助学” 行动， 斫曹乡4所偏
远村小学47个贫困学生获赠新书包及
文具。 这天， 斫曹学校的李铭， 家住
该乡新圭一组， 父母无劳动能力， 家
徒四壁， 身材瘦小的她一拿到这个崭
新的书包时， 开心得跳了起来， 她觉
得这个儿童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此后， 在爱心义工联合会的倡议

组织下， 一个接一个爱心助学行动在
该县“接力”， 让成百上千的人们见
证了正能量传递： 从小与祖母相依为
命的唐朵， 收到了稳定的助学捐赠；
300余名肩挂新书包、 手拿新字典的
学生一脸的灿烂； 469名学生接受

“爱心送考” 后感恩的神情； 清华学
子王练、 北交大学子陈石接受资助时
决心将爱延续传递……

到了冬季， 爱心之旅温暖前行。
12月15日， 邵东义工顶风冒雪走进双
凤乡， 数十名爱心义工采取一帮多、
一帮一、 多帮一的帮扶方式， 向该乡
贫困学子每人捐赠了1600元助学金、
1个书包、 1套书籍和十几种文具， 曾
玉娥、 罗晗等37位贫困学生感受了冬
天的暖流……

据统计， 邵东县爱心义工联合
会开展“一帮多、 一帮一、 多帮一”
行动， 共帮扶偏远山乡贫困生239人，
除了每年1600元助学金， 还送去了
500个“爱心书包”， 点亮贫困学子的
希望。 今年4月， 义工联又启动了

“心灵” 帮扶， 要求义工将帮扶对象
视为自己的亲人， 通过定期或不定
期的走访与心理辅导， 走进贫困生
的心灵， 帮助他们打开孤僻自卑的
心结。

倾情支撑起30多个行将
倾塌的脆弱人生

罗佳琪， 一个不满周岁的可怜孩
子， 患有罕见的地中海贫血病， 依靠
每个月输血一次来维系脆弱的生命。
邵东义工联举行“慈善一日捐”， 通
过现场捐款和委托捐赠的形式募资
20450元， 缓解了小佳琪的燃眉之急，
为小佳琪展开了一场生命大接力。 现

在， 小佳琪已度过了危险。
19岁得了“强直性脊柱炎” 的

孙国庆， 患病15年， 瘫痪在床6年。
父亲在他9岁时去世， 母亲长期患精
神病， 姐姐家中经济拮据。 会长赵威
在走访中得知他的遭遇后， 带领义工
及时送去关怀， 并联系乡、 村两级与
义工联一起为他捐资建房。 今年2月5
日， 孙国庆乔迁新居， 心里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温暖。

娄底监狱接待室， 曾经心力交瘁
的懦弱妇女杨干军， 在义工们的陪同
下， 将热切的眷恋与期望递给铁窗内
服刑的丈夫。

奉献微薄爱心， 传递人间真情，
这是邵东义工群无数次爱心活动的一
个缩影。 对于这些社会的特殊人群，
义工倾情援手， 为30多个行将倾塌的
脆弱人生撑起支柱。

5000多起文明劝导播撒新风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让善
良因子放大， 把无私爱心发酵。 服务
他人， 奉献社会， 邵东义工用爱心播
种希望， 用义举唤醒公德。

感召于邵东县城如火如荼的文明
创建， 邵东义工的触角深深扎进社
会， 倾情民生、 关注环卫、 热心公
益。

去年10月， 百余名爱心义工活跃
在县城6处红绿灯和30多个交通路口，
吹口哨， 摇红旗， 红灯停， 绿灯行，
引导车辆行驶， 搀扶老人走过斑马
线， 文明劝导5000多起， 发放宣传单
1000多份。

自此， “义工文明劝导服务岗”
出现在该县城兴和大道和金龙大道交
叉路口， 10余名义工文明劝导， 风雨

无阻， 坚守至今。
今年3月“雷锋在行动”， 500多

名义工兵分三路， 一队走进昭阳公
园， 走上一个个山头义务植树； 一队
走进广场， 为附近居民义剪义诊； 一
队走向县城的角角落落， 向所有卫生
死角发起“总攻” ……

帮助他人， 快乐自己！ 邵东义工
以实际行动重塑社会公德， 让浮躁的
社会平静， 让麻木的人心感动。

1172名义工接力无边爱心

今年1月20日晚， 邵东县爱心义
工联合会颁奖晚会暨首届明星慈善晚
会举行。 爱心， 在这片古老的昭阳大
地汇聚。

面对贫穷， 艺人遗憾身上的钱不
够， 义工忘了家中还有残疾孩， 慷慨
解囊， 3000多名参与者当场捐赠现金
232487.5元。 被大树砸伤致残在床的
宁辉君， 因电击双手一腿截肢的舒平
志， 濒临垂危双双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的双胞胎早产儿萌萌和龙龙， 重症儿
童小宋薇等特困人士， 简家陇乡48名
贫困学生， 成为这一场晚会的受益
者。

爱的潜移默化让更多的人感染了
爱， 更多的人投向了爱心活动。 邵东
爱心义工联成立一年来， 已有1172名
义工接力无边爱心， 开展各类大型爱
心活动52次， 帮助贫困师生近300名，
照顾孤寡老人600多人， 资助特困对
象30多户，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2548人
次， 义工参与现场一对一捐款70多万
元， 捐物16000多件……

这支唱响“爱在传递， 我们在路
上” 口号的爱心队伍， 正源源不断传
递正能量！

爱心传递正能量
———记邵东县爱心义工联合会“爱心之旅”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段云

行 贺威 通讯员 刘辉煌 刘明军）
5月中旬， 根据自己的专利， 涟钢
退休职工王定永的“气化炉多气
嘴供风装置” 终于生产出了样品。
今年62岁的王定永， 退休后潜心
垃圾气化技术， 已经获得9项实用
新型专利。

搞发明的机缘和王定永的工
作有关。 “在冷轧薄板的生产过
程中， 要产生大量废矿物油， 能
够解决这种污染的‘上吸式生物
质气化炉’ 的技术， 因主要技术
数据一直无人攻克， 只能适应小
量垃圾的处置。” 王定永说。

2002年， 王定永从华菱涟钢
内退， 他先把已有的技术加以改
进， 上吸式炉子直径由1米做到了

2米， 运转正常。 当要进一步做大
时， 进气嘴材料、 炉压等方面都
出现了问题。 他跑遍了娄底、 长
沙、 郑州等地的科研院所， 向专
家请教， 终于找到了理想的耐火
气嘴材料。

从2007年开始， 王定永组建
了自己的团队， 通过私人投资、
单位“化缘”、 团队凑钱等方式，
先后投入了480多万元， 其中包
括王定永的积蓄60万元， 进行废
物再生资源研究。 如今， 王定永
已获得普通生物质 （秸秆类） 废
物、 有机质生活垃圾 （含塑料废
物）、 医疗废物、 冷轧废矿物油的
资源化、 无害化处置技术等9项实
用新型专利， 为垃圾的无害化处
理打开了广阔空间。

退休工人获9项绿色专利
为垃圾无害化处理打开空间

本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张立

“我们终于喝上了干净的自
来水。” 5月17日到石门县新铺乡
羊子垭村采访， 村民卜中香把记
者拉到他家门前， 拧开水龙头，
指着“哗哗” 流淌的自来水， 激
动地说。

石门县新铺乡羊子垭村属喀
斯特地貌， 大部分村民居住在沟
壑纵横的崇山峻岭中。 由于没有
固定水源， 生产生活用水困难。
多年来， 稍遇旱情， 村民只能四
处找水， 肩挑手提。 解决村民用
水难， 成了当地头等大事。

今年3月底， 新铺乡党委书记
谭本军驻村时， 一位村民反映14
组一偏僻处有个溶洞在出水， 但
洞里幽暗潮湿， 不知深浅， 没有

人进去过。 听了这一情况， 谭本
军决心自己进洞找水。 当天下午2
时许， 经过一番准备， 他打着手
电筒、 穿着雨靴， 带着几名党员
干部钻进溶洞。 溶洞入口只容一
人进出， 大家一个接一个爬进去，
然后摸着潮湿的溶洞壁， 弯曲着
身子艰难前行。 淤泥时不时淹没
到膝盖以上， 稍不留意头顶就会
碰到尖石。 经近3小时深入探寻，
终于在洞内200多米处发现了一
条地下河。

从溶洞出来， 来不及清洗，
乡村干部便聚在一起商量引水事
宜。 经2个月努力， 一个体积40
立方米的蓄水池在溶洞旁竣工，
净化处理设备、 输水管道等也安
装到位， 困扰羊子垭村及周边近
3000村民10多年的饮水问题得到
了彻底解决。

深洞引水解民难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周怀
立 通讯员 余志英） 35岁的段明
韬拉着妈妈的手使劲地摇着。 他
是一个智残人， 尽管说不出一句
话， 但看他使劲拉着妈妈的手往
放映室走去的样子， 还是能看出
他很高兴。 这是记者近日在株洲
市荷塘区星美国际影城看到的情
景 。 最近， 该影城特意向市内
200名残疾人赠送了电影票， 请
他们免费看电影。

最近,株洲市残联调动社会力
量， 为残疾人安排了一系列活动。
如联合市教育局、市人保局，共同
举办了“心连心献爱心，一对一齐
帮扶” 高校残疾毕业生爱心招聘
会。 5月10日，又与星美国际影城
联合举办“观新影·温旧梦”爱心赠
影活动， 组织200名残疾人看电
影。拿着赠票， 残疾人朋友可免费
观赏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并获赠
一张经典老片电影票。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蒲方黑 卢
化军）今天上午，辰溪县在大洑潭
水电站库区修溪集镇码头举行江
河鱼类人工放流行动，县渔政执法
人员和当地渔民将150万尾鱼苗
放流沅江。

这次放流的鱼苗有鲤鱼 、
鳊鱼、 青鱼、 鳙鱼等7个品种 ，
价值 34.2万元。 据辰溪县副县
长周安达介绍 ， 该县每年都要
举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近3年
来共向沅江放流各类鱼苗260万
尾。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黄金星 郭兰胜 温少波 ） 5
月19日， 桂东县三轮摩托车车主朱
某来到县三轮车整治办， 上交自己
用于载客的三轮摩托车。 在工作人
员耐心引导下， 朱某很快办好了手
续。 据介绍， 目前该县车主已主动
上交三轮摩托车185辆。 城区载客三
轮摩托车将全部上交， 不再参与载

客运营。
今年3月， 该县部署取缔非法载

客三轮摩托车，针对部分载客三轮车
车主退出客运市场后，在就业和生活
上存在一定实际困难，县里推出了就
业培训、职业介绍、贷款扶持、社会保
障、医疗救助等一系列帮扶举措。 并
新增公交路线1条、 新增公共汽车6
辆，以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周光辉 周满）近
日，新宁县被国家绿化委授予“全国
绿化模范县”称号。

2011年以来，新宁编制了生态示

范区建设总体规划，深入开展“壮美崀
山·绿色新宁”行动，并创新项目带动、
大户示范和造林管护机制，近3年完成
造林12.3万亩，建成示范基地65个。 目
前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5.4%。 辰溪150万尾鱼苗放流沅江

桂东取缔载客三轮摩托车

新宁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县”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彭新平 曾昭 ） 近日， 炎陵
县最大生态生猪养殖基地———龙溪
南岸生态养猪场破土动工。 该项目
由当地农民徐文根等人合资建设，
占地14亩， 总投资863万元， 建成后

可繁育种猪3000头、 年出栏优质商
品猪3500头， 年创产值1200万元以
上。 该项目还利用生猪排泄物， 建
立体积200立方米沼气池及有机肥加
工池， 形成生物链， 实现种养、 生
态双丰收。

炎陵兴建大型生态养猪场
5月21日，职业模特选手和纳百利集团员工一起来到张家界特殊学校关爱残

疾孩子。 当天，“青春活力张家界、环保爱心纳百利”第12届国际职业模特大赛发
布“环保旅游张家界宣言”，呼吁人们共同关注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覃庆贵 摄影报道

株洲请残疾人免费看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