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名片

肖莉莉，1988年出生。 永州市
梅湾小学一名普通教师， 一个刚
满3岁孩子的妈妈。 她还有一个身
份是 “永州公益小天使” 执行主
任。 在这个没有一分钱报酬的义
工岗位上， 她积极开辟 “第三课
堂 ”，培育 “公益小天使 ”，让孩子
们健康、快乐成长。

故事

这段时间，肖莉莉很是忙碌，
一边上课， 一边忙着策划各种公
益活动：带领“公益小天使”保护
母亲河湘江，组织“公益小天使”
们走进社会福利院， 学习防溺水
知识……

2010年， 肖莉莉大学毕业后
走上三尺讲台。 在教学中，她发现

一些孩子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爱
心。 于是，她想利用业余时间，开
辟一个培育孩子们爱心和自立等
能力的“第三课堂”。

2016年，肖莉莉得知，有志愿
者准备把“中国公益小天使”项目
引进永州市， 于是主动加入申报
引进工作。 肖莉莉和大家自掏腰
包准备各种资料，申报项目。 没有

场地，甚至没有桌椅板凳，大家凑
“份子”，各显神通想办法。 终于，
“永州公益小天使”成为“中国公
益小天使”全国第65个分支组织。
肖莉莉被大家推选为“永州公益
小天使”执行主任。

肖莉莉说：“‘中国公益小天
使’的宗旨是‘爱在童年，益在未
来’。 我们认为，不能只是简单地
搞几次献爱心活动。 要通过长期
培养， 让孩子们成为‘环保小天
使’‘爱心小天使’‘健康小天使’
‘文化小天使’‘安全小天使’等
等， 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全面健康
快乐成长。 ”

为了让“永州公益小天使”活
动更具吸引力， 孩子们能有所收
获，肖莉莉忙完一天的工作后，经

常起草活动方案到凌晨一两点。
对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她都反复
思考， 精益求精。 每次活动结束
后， 肖莉莉又带着志愿者们打扫
场地卫生，总结活动得失。 随着各
种有特色的活动持续开展，“永州
公益小天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到目前，加入进来的“小天使”达
500多人。

更让肖莉莉感到高兴的是，
“公益小天使”们在活动中不断学
习、进步。 小响是家里的独生子，
以前十分霸道，争强好胜。 一年多
来，在“永州公益小天使”的大家
庭里，小响渐渐懂事了。 小响的父
母说，现在，小响不但懂礼貌，还
改变了不讲卫生、 缺乏毅力等缺
点。

肖莉莉 图/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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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周继彬

“乡亲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脱贫不
罢休”“党的政策好， 决不当懒虫”“既要
富口袋，又要富脑袋”……

10月19日早上，在双峰县荷叶镇象
形村，记者看到村里的不少树干、墙面、
电线杆都被贴上了宣传横幅。 村委会前
坪的小广场上， 近百位贫困户代表以及
村民正热热闹闹地坐在小长凳上说说笑
笑，一场“人穷志不穷 脱贫靠自身”的倡
议活动即将在这个省级贫困村举行。

象形村村民陈国兴高兴地拉着记者
的手说：“跟你讲， 这可是我们象形村最
隆重的一次大会。 你看，娄底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向世聪都来了， 等会他还要
给我颁发‘勤劳致富模范’荣誉证书呢。”

“这次我评上了‘勤俭持家模范’，等
会要上台发言呢。”一边的村民陈礼逵接
过话。

见我们聊得起劲， 前排的娄底市直
机关工委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志能也
凑了过来：“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村
民自发组织开展这场倡议活动， 既是对
娄底近段时间在全市贫困群众中倡导开
展‘人穷志不穷 脱贫靠自身’自强自立
行动的具体落实， 更反映了村民脱贫致
富的迫切愿望。 ”

“请安静，活动马上开始!”上午9时，
活动主持人、 象形村村委会主任王汉林
对着话筒喊了一声，现场顿时寂静无声。

宣读倡议书， 表彰模范， 脱贫代表发
言，93位建档立卡贫困户代表均在“人穷志
不穷 脱贫靠自身”横幅上郑重签名……

“感谢党的好政策，不仅帮我送来了
猪、鸡、牛幼崽，还给我盖起了新房子。今
后我一定勤奋上进，不辜负党、不辜负大
家对我的关怀。”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喜文
声音哽咽，但表态语气诚恳。

“今年我肯定可以脱贫。 现在我老婆
在广州务工每个月有2400多块钱， 我自
己在家养了150只鸡， 闲时在附近打零
工，小孩也享受了教育扶贫政策。 我们一
家三口一起努力，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因病致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勇说道。

“不止是他们， 现在我们全村人对
致富都很有信心呢。 这两年， 村里修了
通组公路， 发展了种养业， 建立了合作
社， 听说还准备以我们村紫云峰和仙女
殿的资源搞乡村旅游。 我想， 好日子肯
定还在后头。” 村民李桂平憧憬着美好
生活。

“到今年底，确保全村93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未来5年带着村民
致富奔小康。”村支书陈运初话语中满是
自信。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吕俊） 今天， 常德市委宣传部
介绍， 该市鼎城区在全市率先全面完成
了2018年度《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发
行任务。

鼎城区历来高度重视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 在省、 常德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后， 该区迅速行动， 落实发行任
务。 明确各级各部门“一把手” 为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第一责任人”， 切实履
责， 理直气壮抓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同时， 区委办、 区政府办与宣传、 财政
等有关部门通力协作， 在去年区财政补
贴乡镇机关、 村级党报党刊订费的基础
上， 今年追加36万元， 共补贴乡镇、 村
订阅经费185万余元。 同时， 采取“财
政先垫后还” 等方式， 落实经费保障，
确保提前完成任务。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双峰县象形村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倡议———

人穷志不穷
脱贫靠自身

鼎城区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肖莉莉：培育“公益小天使”们“飞翔”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名片

袁虎，望城人，1985年出生。 湘
江岸边的新康戏乡里长大，集虎贲
的勇猛与湘水的灵气于一身。 高中
毕业后， 怀揣一本驾照、500元现金
闯广东，在物流行业摸爬滚打3年，
2009年回乡开米厂。 拓展产业链，
他流转了2600亩土地开始种粮，组
织153户农民成立种粮专业合作
社，耕种8000余亩，每年为当地群众
增加收入800万元。 在稻田里建功，
他相继获得 “全国种粮售粮大户”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
荣誉称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接见。

故事

湘江北去，沃野千里。 金秋的
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新康社区稻浪
翻滚、禾香阵阵。

江畔， 龙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优质稻米生产厂房内机器轰
鸣。至此，一粒稻谷走完从禾苗到粳
米的历程，将奔赴千家万户的餐桌。

大地的馈赠于无声处见厚重。
让耕种理念回归传统，辅以现代化
的技术手段， 是对这片厚土的呵
护。 记者在稻田里相识袁虎，感知
他对这片土地的确爱得深沉。

放眼望去， 田里细竹竿撑着
倒立的纸杯整齐排列， 杯子壁上
的赤眼蜂卵正是防治水稻病虫害

的法宝。 鸡粪、 秸秆都成了香饽
饽。 一根根水管沿田埂铺开，打开
手机就能通过智能灌溉系统为水
田补水， 每丘田的灌溉时间和水
量都可以精准控制。

生物治虫有效减少了农药使
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土壤不再板
结；智能灌溉引来清清沩水。 袁虎
种田与父辈们有很大的区别。“没
有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片田种
坏， 也算是实现了父辈们的心
愿。 ”袁虎说。

袁虎的做法获得了市场的认
可。 老厂房旁，一块空地里正在进
土，公司二期建设走完报批程序，
加班赶工。 二期是公司发展的大
计，袁虎亲力亲为，连续几个晚上
没有睡整觉，他略显疲惫。

他是一只猛虎，怎么能疲惫！
是的，奋斗的青春激情满怀。

“打工能拿到12万元年薪了，我却
回来打米、种田，亲戚朋友都不能
理解。 ”袁虎说。 2009年的一次回
家， 袁虎见家里种出的稻谷堆在
房里没人收， 他就打定了回家开
米厂的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

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
龙，既有了规模，统一了标准，培养
出了品牌，还解决了老百姓种粮的
后顾之忧，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 7
年来，袁虎先后为当地种粮百姓提
供优质秧苗近12000亩， 烘干稻谷
近18000吨，生产优质大米近10万
吨，年培训当地农民近800人。

影响的人越多， 越不能有任
何闪失。 袁虎还在不断提高稻米
的品质，他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湖南省农
业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等农业科研机构进
行合作攻关， 目前种植的水稻全
部符合国家重金属检测标准。

袁虎牌大米走俏，袁虎本身已
经成了青年的品牌。 在团省委的组
织下，他不辞辛苦宣讲自己创新创
业的故事，影响更多有为青年。

在扶贫攻坚战场，袁虎也主动
冲锋陷阵。 去年以来，他每个月都
有几天在永顺县万坪镇上坪村、龙
山县洗车河镇蹲点，为农民带去优
质品种的稻谷、栽培技术及好的管
理模式，收购农户种植的粮食。

袁虎：一只“猛虎”，怎能疲惫

袁虎 图/张杨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