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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罗忠美

“我有话要说！ 我们村是由3个村合并成的，要打破原
有行政村界限，形成合力，避免扶贫中各炒各的菜。 ”11月
11日下午，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金童山村会议室里“炸
开了锅”。 60多个村民代表聚在这里，对邵阳市驻村帮扶
工作队工作情况进行评议。 大家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这是邵阳市开展驻村帮扶“三述三评三公开”活动
的一个场景。 为检验扶贫成果，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11月上旬以来，邵阳市启动驻村帮扶工作“三
述三评三公开”活动。由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驻村帮扶
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就帮扶情况分别进行述职，再由村
党支部书记、贫困户、村评议小组进行点评、评议和民主
测评，当场公布测评结果，并在村务公开栏公示和县级
扶贫工作网站上公开，以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答不
答应来检验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3年来，我们共协调交通、水利、农业等部门项目资
金近2000万元，完善村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11
月10日，在新邵县寸石镇武桥村述评活动中，邵阳市委
常务副秘书长何均胜作为帮扶单位负责人第一个述职。
在“三述三评三公开”活动中，除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对
驻村工作开展情况、帮扶责任人就结对帮扶情况进行述
职外，还要求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就单位重
视程度、资金保障、领导调研解决实际问题等情况进行
述职。

在述职人述职后，帮扶村的党支部书记、贫困户、村
评议小组还要对他们的述职情况进行点评、面对面评议
和民主测评。实打实评议中，不乏辣味。在城步汀坪乡金
童山村，村支书易能胜就在点评市民政局负责人的述职
时，指出其不足：“现在村里乌骨鸡养殖已成规模，效益
也好，但品牌叫得不够响，宣传力度还不够。要把乌骨鸡
养殖打造成群众的致富品牌，希望民政局领导还要多想
办法。 ”

“能提出问题真好，就怕大家憋着不说，那评议就白
搞了！ ” 汀坪乡党委书记肖辉凤说。

扶贫干部的付出，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新
邵县寸石镇武桥村，听完邵阳电大帮扶干部徐幼专述职
后，村民伍良祥情不自禁地说：“她说得没错，她平时就
是这样做的。”测评时，村评议小组12名成员有11人给徐
幼专打了“优秀”、1人打“合格”，测评结果由主持会议的
寸石镇党委书记李敦敏当场宣读。 随后，村干部刘晓荣
将评议结果张贴到村部公告栏。“这样的民主测评我们
信服。 ”村民刘望章说。

在城步汀坪乡金童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颜翩
翩说：“群众的点评既是肯定，也是期盼，更是鞭策。 我们
将把群众评议结果作为下阶段改进工作的着力点和推
动力。 ”

“目前，‘三述三评三公开’活动已全面铺开，借此进
一步压实责任，提高帮扶质量，让贫困村早日脱贫。 ”邵
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昌义说。

一名退伍兵的新愿景———
“让大家过上玫瑰一样
美好的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这几天李泽辉很忙， 也很兴奋。 党的十九大提出， 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其公司名下1万多亩
玫瑰种植基地算是长期稳定下来了。 下周， 他要给几个村
的专业种植合作社1700多户社员分发红利200多万元。

今年才23岁的李泽辉是邵东县双凤乡红马村人，
2012年10月参军入伍并入党。 退伍后， 他回到红马村，
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 开始打理玫瑰基地。 他通过学习
与摸索， 开发出玫瑰“浸取蒸馏法” 提炼技术， 填补我国
南方技术空白， 获得首届湖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第一
名。 目前， 其基地种植玫瑰逾万亩。

在李泽辉的玫瑰深加工厂房里有3台机器， 一台用来
烘干玫瑰花， 一台提取精油， 一台提取纯露。 第一台是父
亲奋斗多年的成果， 后两台则是李泽辉的“创造”。 从最
初粗加工到精粹提取， 附加值一步步提升。

从收购玫瑰花帮助村民致富， 到提炼玫瑰精油增加附
加值， 李泽辉的创业创新之路并不平坦。 他曾到甘肃、 山
东学技术， 到广东、 香港找销路， 遇到波折和困难， 总是
一个人默默承受。 他说：“当兵时背个包、带上干粮，就要在
荒山野地里生活三四天。 有了这段经历， 没有什么困难能
难倒我。”

通过李泽辉的创新， 玫瑰亩产值达到1万多元， 大大
提高了村民收入。

谈起十九大描绘的新目标、 新前景， 李泽辉信心满满
地说：“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向我们走来。作为一名退伍兵，我
会更加努力， 带领广大种植户种好玫瑰， 让大家过上玫瑰
一样美好的生活。”

老典型有新作为
通讯员 王明义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1月15日， 临澧县中医医院87名老干部集中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 他们表示， 十九大精神鼓舞人心， 更加
坚定了自己发挥余热、 以健康扶贫谢党恩的信念。

76岁的市级名老中医、 老党员王吉耀已经退休16年。
他辞去临澧县卫生局副局长职务， 甘做一名普通医生的
事迹曾在临澧县传为佳话。 退休后， 王吉耀放弃多家医
院月薪2万元的待遇， 返聘到临澧县中医医院继续坐诊，
每天接诊病人30位以上。 他动情地说：“习总书记的话句句
贴心，字字为民。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 只要生命不
息， 我的工作就不会停止。”

临澧县中医医院原副院长熊化兰高兴地表示， 十九
大报告关怀老年人， 让百姓老有所依。 过去5年， 退休养
老金年年上涨， 月工资平均达到3000多元， 日子越过越
甜。 他希望医院党委加大巡视监察执纪力度， 加强医德
医风教育， 防止行医中的“微腐败”， 营造风清气正的廉
洁医院。

医院负责人介绍， 这些老干部都是老典型， 以救死
扶伤为终身信念， 现在又有新作为。 11月14日联合国糖
尿病日， 32位老干部走上街头为糖尿病人义诊。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徐昭桥 吕小宝

11月5日上午，常宁市新河镇高朋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易晓军带领湘江源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给湘江组两口养殖脆鲩鱼的鱼塘安装增氧机。

“时下正值秋冬交替季节，养殖脆鲩鱼的山塘容易
缺氧。 ”易晓军说，村里有七八口鱼塘，都要安装增氧机，
确保脆鲩鱼安全过冬。

今年36岁的易晓军是高朋村人，曾参军入伍，后到
广东东莞自主创业。

2013年春节回家， 易晓军看到家乡还没有很大变
化，村民生活水平仍然不高，毅然返乡创业。 2014年，他
被选为村委会主任。 当年3月，他牵头成立湘江源渔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 他还报名就读衡阳电大农村行政管理专
业，今年秋季毕业。获得国家开放大学“希望的田野”奖学
金，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大学生”。 今年6月，他当选
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易晓军介绍，高朋村位于常宁市西北部，境内全部
是紫色页岩荒山，村民主要经济来源靠种植水稻与外出
务工。 目前，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1户142人。

“高朋村毗邻湘江，村里有养鱼的传统。 ”易晓军说，
目前全村有100多口山塘，水质好，无污染，主要以养殖
四大家鱼为主。 为了开拓市场， 找出一条精准脱贫的路
子， 村支两委决定利用湘江近尾洲电站水域和村里山
塘，养殖市场俏销的脆鲩鱼。

“之前，湖南还没有人养脆鲩鱼。 ”易晓军说，脆鲩鱼
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目前市场售价每公斤36元。

2014年3月，易晓军带领合作社成员赴江西、重庆、
广东等地，学习脆鲩鱼养殖技术。 当年5月，易晓军投资
100万元，承包近尾洲电站200亩水面，建设脆鲩鱼养殖
基地，进行流水养殖。

“脆鲩鱼属家鱼系列，不吃饲料不吃青草，专吃蚕豆，
易患肠炎等鱼类疾病。 ”易晓军说，2014年5月，他从广东
中山购进5000公斤鱼苗进行养殖， 因养殖密度太高，鱼
苗缺氧，死亡过半。

痛定思痛。 易晓军聘请江西万安、 广东中山渔业专
家进行指导，利用湘江河水自然循环，进行水体交换增
加容氧量，并把蚕豆用盐水泡熟，以便脆鲩鱼消化，减少
鱼病。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至2015年，合作社共生产
10万公斤脆鲩鱼，主要销往衡阳和株洲市场，获纯利150
万元。

去年，为实施省政府湘江流域保护和治理“一号工
程”，易晓军主动撤出近尾洲电站养殖基地，损失100多
万元。 当年10月，他把剩下的1万公斤脆鲩鱼转投到村里
2口面积40亩的山塘进行养殖，因密度高出现缺氧，脆鲩
鱼死亡2500公斤。

养殖事业不能半途而废。 今年5月， 易晓军把全村
100多口山塘全部纳入合作社搞养殖，到今年底，预计可
收入100多万元。

“脆鲩鱼市场俏销，前景大。 我们要把高朋村打造成
湖南脆鲩鱼之乡。”易晓军说，今后几年，他将带领合作社
继续搞脆鲩鱼养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目前，合作社已与全村41户贫困户签约，由合
作社提供资金和养殖技术，支持贫困户搞养殖，力争户
均年养殖纯收入达到5000元。

“快递哥”变身消防宣传员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康爱军）

11月16日，冷水江市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穿梭大街
小巷的快递车装扮一新， 穿上了漂亮的消防宣传外
衣，“快递哥”变身消防安全宣传员，成为一道靓丽的
城市风景。

冷水江利用“快递哥”每天穿街走巷的特点，借力
物流、快递行业开展消防宣传工作,并与市内邮政、顺
丰、圆通等物流、快递企业，联合开展“快递哥消防宣传
公益使者”行动，在全市所有快递车辆上张贴消防宣传
海报，发动200余名快递员担任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营
造全民消防氛围。“快递公益使者” 们在将快递包裹带
给客户的同时， 也将冷水江消防微信推广名片、《家庭
防火二十条》等消防知识“快递”给千家万户。

岳阳市民为消防“代言”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哲宇)9日，在岳阳市政府主办的“安全共享，消防
我代言”119消防安全宣传月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全
国道德模范李国武作为消防宣传代言人，向市民发
出10条消防安全倡议。220多名来自全市各条战线、
各个行业的消防代言人纷纷现身，吸引了上万名市
民参与互动。

活动现场分为四大展区，多角度展现消防安全
知识及消防部队风采。119名现役消防官兵和消防
宣传代言人骑上了消防主题共享单车沿南湖骑行，
向市民传播消防常识。岳阳还将举办“全民消防我
代言”大公益、“全民消防我发声”大联动、“全民消
防我参与”大普训、“全民消防我创建”社区消防安
全大推进等主题活动， 动员各企业单位开展立体
式、全方位的消防宣传。

李丽琼获评“全国最美
基层儿童保健医生”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李中）

日前，2017年中国儿童保健学术年会暨“最美基层儿童
保健医生”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新宁县高桥镇中心卫
生院医生李丽琼获“全国最美基层儿童保健医生”称
号。

作为一名儿童保健医生， 今年41岁的李丽琼已
连续10年扎根在高桥镇，将原有的单一儿童保健发
展成为保健、预防、治疗一站式服务。2012年，在她
的努力下， 高桥镇中心卫生院开办起新宁县第一个
儿童保健门诊，每年为儿童提供体检、营养改善等服
务2000余人次。她于2013年总结提出的“送儿童保
健项目、送儿童保健知识、送儿童保健药品，查0至6
岁儿童底子、查高危儿干预、查规范化预防接种，访
儿童健康状况、访儿童是否有不良反应、访儿童成长
发育情况”的“三送、三查、三访”模式，推进了儿童保
健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在邵阳市得到广泛推广。

做得好不好，群众来评议
———邵阳市驻村帮扶“三述三评三公开”活动见闻

打造湖南脆鲩鱼之乡
———记“全国优秀农民大学生”易晓军

� � � � 11月16日，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开发楼屋顶， 成片的蔬菜长势良好。 今年来， 该所大力研究
推广都市阳台蔬菜种植， 采用基质原料盆栽无公害蔬菜， 目前已培育出适宜城市家庭阳台种植的蔬
菜品种30多个， 形成了一套基本成熟的城市阳台蔬菜种植栽培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阳台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