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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
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
南风 2～3级 24℃～28℃
张家界 多云 24℃～33℃

吉首市 阵雨转多云 24℃～31℃
岳阳市 多云 24℃～30℃
常德市 多云 23℃～32℃
益阳市 多云 24℃～32℃

怀化市 阵雨 22℃～29℃
娄底市 阵雨 22℃～25℃
邵阳市 阵雨 24℃～28℃
湘潭市 中雨转中到大雨 23℃～26℃

株洲市 大雨转中雨 24℃～27℃
永州市 阵雨 25℃～29℃
衡阳市 阵雨 25℃～28℃
郴州市 阵雨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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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

室外，“党员创业服务站”的牌子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室内，数名果农正在听农技专家讲解高山葡
萄培管技术。桌面上，一张统计表特别显眼：4年来，
乡党员创业服务站带动全乡1100多户4540人走上
了致富路，其中87名党员成为科技致富带头人……

这是6月30日，记者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
团乡党员创业服务站看到的场景。

党员“说话管用了”
今年52岁的刘忠诚是藕团乡藕团村一名困难

党员，在乡党员创业服务站帮助下，他种灵芝致富。
现在，他也在结对帮扶村里几户贫困户。

“我在创业中找到了自身价值。”刘忠诚说，自
己虽然是党员，但过去穷得叮当响，说话干事没底
气，如今说话管用了，大伙有事纷纷找上门。

2011年，藕团乡探索实施党员创业服务工程，
建立集信息咨询、技术培训、后勤服务于一体的创
业服务平台，从乡农技、经管、林业等站、所抽调技
术人员，并聘请一批党员致富能手、科技示范户等
组成技术队伍，建立了乡党员创业服务站，解决党

员“创业无平台、入行无技术、发展无资金、管理无
经验”等问题，提升农村党员“双带”能力。

建立农村党员“创业档案”、评选“党员创业之
星”、开展党员分类培训、提供全程代理服务……党
员创业服务站一系列举措， 激发了党员创业的激
情。目前，全乡党员户中，有1至2项致富技能的有
237户，占农村党员数82%，并有68名农村贫困党员
通过创业走上了致富路。去年，党员户人均纯收入
6894元，大大高出当地农民人均收入。

党员通过创业致富，群众打心眼里佩服，很多
有志青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据统计，2010年全乡
申请入党的群众仅10人，去年达到47人。

“跟着党员干，致富不发愁”
藕团村村民张宏喜曾在外打工，2011年返乡

后，想创业却无从下手。乡党员创业服务站成员、藕
团村党员杨平国知道后，上门动员他发展现代畜牧
业，并带他出县考察市场。在畜牧养殖业党小组成
员帮扶下，张宏喜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行家。

“实现全面小康，仅靠打工无法实现，只有发动
全民创业，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提起当初建立党员
创业服务站的想法， 藕团乡党委书记向应平说，党

员创业服务站在提高党员致富能力的同时，重点放
在党员带领群众往小康路奔。

依托党员创业服务站， 藕团乡分别建立了8大
产业党小组，小组长由产业党员大户担任。通过产
业党小组，把服务站的党员致富能手下派到各个特
色产业上， 把愿意参与产业开发的农户吸收进来，
由产业党小组的党员与村民结对帮扶，形成“服务
站+党小组（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创业链。

藕团村村民粟爱民一直想发展产业致富，苦于
没有门路。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乡里灵芝种植大
户、产业党小组成员金锡治上门现身说法，动员他
种灵芝。两年时间，粟爱民步入了小康行列。

“跟着党员干，有钱大家赚；奔着创业走，致富
不发愁。”这是如今在藕团乡流行的顺口溜。目前，
全乡香菇、灵芝、山核桃等8大产业基地办得红红火
火，吸纳了全乡4500余名农民参与，全乡农民人均
纯收入由2010年3345元增加到了去年的4321元。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文颖 王洪 ）7月1
日， 怀化市公安局洪江区分局民警
与河滨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一起来
到姚家井， 慰问住在这里的勇救坠
楼小孩的6旬老人李应菊，赞扬她见
义勇为，值得大家学习。

6月23日晚上6时多， 家住洪江
区河滨路街道姚家井36号一楼的李
应菊正在家中做晚饭， 突然听到外
面“嘭”的一声巨响，她连手中的锅
都没放就跑出屋， 去看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眼前一幕让人惊呆了：一个
小女孩“从天而降”，已打断2楼一根
竹篙，正落向一楼雨棚。千钧一发之
际，李应菊没有犹豫，将手中铁锅一

扔，冲到女孩坠落的下方雨棚，张开
双臂接住女孩。由于惯性作用，老人
被砸倒在地， 但她双手却紧紧地抱
着小女孩。小女孩得救了，只有额头
受了点轻伤。

小女孩今年3岁，是4楼住户陆某
的外孙女。当时小女孩一人在屋里，外
婆在门外，不知是风还是小女孩自己
把门给关了。门被关上后，小女孩十分
害怕，爬上4楼开着的窗户，不慎掉了
下来。邻居们说，如果当时没人接住，
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一楼前坪全是硬
化的水泥路。事后，小女孩的家人要重
谢李应菊，却被老人婉言谢绝。李应菊
的义举得到当地群众赞扬，大家称她
为“最美奶奶”。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黄志东 张江生 ）“唐主
任的见义勇为值得大家学习！”7月1
日上午， 江华瑶族自治县界牌乡召
开党员会议， 大学生村官唐祖鹏一
来到会议室， 与会的党员纷纷竖起
大拇指， 称赞他两天前急流中勇救
老人的义举。

“快来救人呀， 有人落到河里
了！”6月28日下午4时30分， 正在界
牌乡界牌村河边渡口等渡船过河的
唐祖鹏， 突然听到河下游传来几个
小孩急促的呼救声。“救人要紧。”来
不及多想， 唐祖鹏立即向呼叫声传
来的方向快速跑去。在河边，唐祖鹏
看到有人在离岸边10来米的河水中
挣扎。几名小孩还在大声地呼叫着。
“扑通！”唐祖鹏来不及脱衣服，一头
扎进了湍急的河流中。 唐祖鹏奋力
游向落水老人， 一边将落水者的头
托出水面，一边奋力向岸边游去。河

水湍急，施救十分困难。几分钟后，
村民唐崇赶到， 也跳进河里帮助救
人。唐祖鹏托举老人的头部，村民抓
住老人的身体， 经过10多分钟的抢
救，终于将落水者救到了岸上。见落
水者已经昏迷，唐祖鹏与唐崇一起，
赶紧送到附近的乡卫生院进行急
救。因抢救及时，落水者保住了一条
性命。

据介绍，落水者是村民蒋贤善，
已经有80多岁了，一只脚有残疾。当
天他拄着拐杖在河边散步， 一不小
心便掉进了河里。

今年23岁的唐祖鹏是江华界牌
乡大田村人，2014年9月底， 从邵阳
学院毕业后， 考上了江华的大学生
村官， 分在界牌乡罗塘村任村主任
助理。“唐祖鹏老实憨厚， 工作认真，
乐于助人，是个好青年。”界牌乡司
法所一名张姓干部这样评价唐祖
鹏。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 王伟琪）“感
谢你们奋不顾身救起落水学生，你
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7月1日，
绥宁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杨章德
握着贵州籍青年旷想来、 王应虎两
人的手，称赞道。

当天， 绥宁县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委员会授予旷想来、王应虎“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称号，颁发奖金8000
元。 被救学生小吴所在学校绥宁县
民族中学派人送上锦旗，上书“英勇
救人，见义勇为”，感谢他们的救人
壮举。

6月28日下午，贵州三都水族自
治县青年旷想来与雷山县青年王应

虎， 正在为绥宁县城沿河西路边的
民居进行外观装修， 突然看到河面
上漂浮着一个人。 两人意识到可能
那个人溺水了，于是迅速跑去救人。
旷想来先到河边，顾不上脱掉衣服，
跳下河去救人。随后，王应虎也跳下
了河。 游到水深近5米的水潭区，旷
想来、 王应虎发现溺水者是一个男
孩子，他已脸色苍白、失去知觉。他们
奋力拉住他，将他拖上岸。上岸后，又
扶住他，轻拍其后背，让他把水吐出
来。溺水男生终于慢慢缓过气来。

据了解， 被救男孩是绥宁县民
族中学初一学生小吴。当时，他与几
名同学私自下河游泳，因水流湍急，
被水冲走。

隆回解救24只画眉鸟
3名猎鸟者被依法刑拘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通讯员 杨贵新 邓晓 记者 蒋剑
平 戴勤）6月30日，隆回县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猎捕画
眉鸟案，解救出被非法捕捉的画眉鸟24只，缴获捕鸟网1张、
呼鸟器1个，并对非法猎鸟的舒某等3人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6月30日上午，一阵阵鸟叫声在隆回县石门乡大周村响
起，引起村里群众好奇。人们循声去看，原来是从挂在村边
的12个鸟笼中传来的，笼中共关着20多只鸟。一位村民向
县林业局、县森林公安局报了警。森林公安立即前往大周村
查处。

经查，这些鸟是我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画眉。猎鸟者舒
某等3人系贵州凯里市人。据其供述，今年3月至6月间，他们
持捕鸟网、呼鸟器等，在隆回县石门乡、荷香桥镇等地非法
捕捉画眉鸟85只，销往贵州等地，获利1.2万余元。目前，案
件在进一步审查中。

创业“加油站”
———记靖州藕团乡党员创业服务站

“最美奶奶”
双臂接住坠楼女童

大学生村官
急流中救起耄耋老人

记者在基层

贵州两青年
绥宁勇救落水学生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谭小军

“敬爱的党组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我人
生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 是我在入党前对
人生的一次宣誓……”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94周年之际，湘潭“铁血协警”李济申在
病床上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3月20日凌晨3时许，在警方抓捕涉
毒人员时， 犯罪嫌疑人张某突然掏刀连捅湘
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窑湾派出所协警李济申
两刀，其中一刀距心脏不到1厘米，李济申失
血达4000余毫升，生命垂危，仍奋力缉凶，终
因失血过多晕倒在地。 湖南日报对此作了系

列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目前，李济申还
在住院治疗。

“等伤口不痛了，我就写入党申请书。”记
者3月采访李济申时，他这样说。

“这是我的夙愿，我的奶奶、爸爸、妈妈都
是党员，在他们耳濡目染下，入党这个梦早就
融进我心里了。”躺在病床上，李济申说，他从
小受到家庭教育， 觉得有共产党才有今天的
好日子，读书时、参军入伍时也曾多次想过要
向党组织提出申请， 但总觉得自己入党条件
不够成熟，一直没有提出来。如今，经历了一
场生与死的考验后， 他对加入党组织有了更
深的体会，更加迫切地想要加入党。所以，他
特地选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 郑重向党组织
提出申请，争取早日实现自己的入党梦。

建行为长沙经开区
设立百亿发展基金

园区基础设施、创新创业、项目建设均将受益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郑旋）今天

上午，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与长沙经开区管委会、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集团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及合作框架
协议， 将向园区提供总规模100亿元的城建及创新创业发
展基金。园区基础设施、创新创业、项目建设等项目，都将受
益于这一基金，为园区持续“供血”。

根据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银行贷款、股
权投资基金、养老金管理、债券发行与债券承销等多领
域展开合作。同时，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公司与建行
还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建设银行将向园区提供总规模
100亿元的基金，其中，城建基金规模80亿元，创业创新
发展基金规模20亿元。

据了解，项目建设、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
大量资金，这往往成为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往，缺钱只
能通过银行贷款。然而，银行信贷资金存在数额有限、使用
周期短、审批流程复杂等重重限制。基金设立后，对长沙经
开区内相关项目，双方将按一定比例共同投入进行投资，此
外，还将以此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形成PPP发展模式。

“铁血协警”，病床上写入党申请书

“第一趟客是县委书记”

7月1日晚，衡阳市蒸湘区庆“七一”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文艺晚会在立新街道立新社区举
行。市民们自编自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庆祝党的生日。 王佩莉 曹正平 摄影报道

李曼斯 姚学文 刘征

7月1日上午，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退休教
师、老党员丁玉华，接到同事谢春乐儿子欧阳
帅的电话，请她帮忙照顾一下母亲。

丁玉华放下电话赶到谢春乐家中。 一见到
丁玉华， 原本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的谢春乐脸
上放光：“丁老师你来啦！快带我出去玩。”

年近八旬的谢春乐是一个患有严重老年
痴呆症的病人。8年前， 丁玉华承担起照料谢
老师的担子，一直至今。

丁玉华笑着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熟练地
择菜。一旁的谢春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恕恕
叨叨地说着外人听不懂的话。丁玉华也不嫌她
烦，偶尔轻声细语哄两句，气氛和谐而动人。

丁玉华告诉记者， 自己和谢春乐相识于
上个世纪80年代。1995年， 谢老师老伴去世，
一次她不慎摔伤，行动不便，丁老师听说后送
去一根拐杖， 并热心地说：“你有什么不方便
尽管跟我讲！”

谢春乐身体虽然渐渐恢复， 记性却越来
越差。2005年，谢春乐的大儿子带母亲出国旅
游， 在广州转机时， 谢春乐称自己要去洗手
间，但转眼间就不见了。一直到深夜，丁玉华
接到了谢春乐的电话。原来，谢春乐慢慢恢复
神智，找到当地派出所，但她只记得丁玉华的

电话，这样丁玉华才联系到她的家人。从那以
后， 谢春乐的状况日益严重。 儿女都忙于工
作，白天无人照料谢春乐，丁玉华便主动担起
担子。

从2014年开始，谢春乐病情加重，不仅吃
喝拉撒都不能自理， 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也不
认识了。

每当谢老师的家人想帮她换下因大小便
失禁弄脏的衣裤时， 都遭到谢老师的极力抵
抗：“丁老师呢？我只要丁老师帮我。”

有一天， 丁玉华一推开门发现谢家臭气
扑鼻。谢春乐手上、头发上、衣服上，甚至墙上
也沾满了大便。原来，谢春乐把便池里的大便
当“泥巴”玩。之后，丁玉华只能守着谢春乐上
厕所，并亲手为她清理。

“如果不是丁老师， 说不定我妈都不在
了。”欧阳帅动情地说，他们也曾提出要给丁
玉华一些费用，但是被拒绝了。

丁老师的儿子告诉记者， 妈妈自己的身体
并不是很好，血压高，喉症更是多年的顽疾，家里
还有三四岁的孙女需要照看， 耄耋之年的外婆
生病住院需要护理， 她的亲妹妹因患抑郁症也
需要照顾。

“母亲是凭着一个普通人的良心和一个共
产党员的信念将这件事坚持多年。”丁老师的儿
子说。

长沙退休教师、老党员丁玉华———

8年坚守，照料患痴呆症同事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彭开科 胡域

7月1日上午9时刚过， 在龙山县
龙凤广场前，见到土家族出租车司机
彭明义时，他依然显得很兴奋：“这是
我第一次当出租车司机，开着新车上
路后的第一趟客，是县委书记，太意
外也太高兴了。”

第一次当出租车司机的彭明义
告诉记者，他是龙山贾市乡人，今年
已经39岁了，以前在全国各地打过多
种工，也开过车。今年4月，龙山出租
汽车特许经营权面向社会公开出让，
并公开进行全国招标。湖南龙骧交通
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后，成立
了湖南龙凤龙骧出租车有限责任公
司。 公司按原来县城出租车的数量，
将投放200台新车。出租车司机优先
原来的经营者，不足的则用公开摇号
的方式产生。他摇中了号，成为新入
出租车行业的184名司机之一。原来
的司机有16人继续从事这一行业。

湖南龙凤龙骧出租车有限责任

公司经理范鑫， 则讲出了事情的原
委：“6月30日上午9时38分， 在龙凤
广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一轮城市
出租汽车新车上线营运仪式，县委书
记彭正刚、县长梁君等县里主要领导
都参加了。仪式结束，彭书记就向广
场外走，对正驶向广场的湘UX6046
出租车招手，县委办主任符家波与书
记一同上了车。在湘鄂情大桥旁察看
了出租车公司的停车坪,11点多又坐
出租车返回了县委大院。”

彭明义接着告诉记者：“客人上
车后，我问他们去哪里，坐在副驾驶
座上的客人还问我以前干什么工作,
我才认出他就是县委书记。到达湘鄂
情大桥时， 计程器上显示接近4公里
路，8.5元钱， 我还不好意思收呢。可
彭书记直接把钱塞给了我，还祝福我
赚大钱呢。”

此时,61岁的莫老汉在记者采访
处下了出租车,连声说现在的公司化
运营规范了,原来无人管,实在是太乱
了,市民怨声载道,县里进行的大整顿
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