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3月12日，杨帆（右二）和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的送教老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陈鸿飞 刘魁春）今天上午，衡阳
县在蒸水河中洲公园码头开展人工放流活动， 共投放各类
鱼苗320万尾。据了解，为确保人工放流效果，衡阳县规定，
从3月1日到6月30日为春季禁渔期， 有关部门将加强渔政
执法，严厉打击网捕作业、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行为。

衡阳县放流鱼苗320万尾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李秉钧 范红英）3月13日上午，郴
州市关爱留守儿童“暖心行动”启动。当天，该市200多名爱心
人士、129名留守儿童及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活动。

据了解，郴州市有留守儿童5.68万人。这次开展“暖心
行动”，旨在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事业中来，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温暖、送关爱、送知识、送健康等活
动，为留守儿童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郴州“暖心行动”关爱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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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智慧）“感谢您的爱心捐献，让
我女儿看到了生的希望。”3月9日， 在湘
雅三医院， 资兴市市民曾湉为一名白血
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随后收到受捐
者父母发来的感谢她的短信。

今年43岁的曾湉和丈夫王敬辉经
商， 并长期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去年12
月，曾湉接到郴州市红十字会电话，说她
与上海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 问其
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得知患者还是一个孩子时，
身为母亲的曾湉毫不犹豫答应了。

通过进一步做高分辨配型检测，配
型成功。为了造血干细胞质量更好，平时

不太爱运动的曾湉每天在丈夫陪伴下，
坚持锻炼1小时以上。3月5日以来，她每
天要注射一针诱导剂， 动员全身造血干
细胞由骨髓释放到周边血液中， 以便于
采集。期间，其腰部、背部、胸部等处酸痛
不适。“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我这点
痛不算什么。”曾湉说。

据了解，2005年7月，曾湉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鼓
励她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是其丈夫王敬
辉。王敬辉多年来坚持参加无偿献血，至
今已献血20多次。

郴州市红十字会介绍， 该市已有
2014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曾湉是该
市第5位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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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肖洋桂
通讯员 覃业彦

3月12日，阳光明媚。这天一早，杨帆就偎在
门槛上，向远方眺望。弯弯山道上，出现了3个熟
悉的身影。在母亲搀扶下，杨帆艰难移步到院子
里，迎上前去，笑得格外灿烂。“万老师，今天不是
送教的日子， 你怎么和覃老师还有向校长都来
了？” 杨帆抱住万亚芬老师说。“正好今天得空，加
上想你了，就来了呀。”场景温馨，令人动容。

“搀扶一下，她就有可能站起来”

杨帆今年15岁，是皂市镇中心学校初二学
生，家住皂市镇岳家铺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
生。但一场疾病，将这位花季少女击倒了。

2016年2月的一天上午， 杨帆突然低烧不
退，心跳加速，四肢乏力。经多家医院治疗，被确
诊为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随着病情加重，杨
帆出现行走困难。心急如焚的父母背着她，到长
沙、石家庄等地求医，不见好转。为给杨帆治病，
原本在当地还算富足的杨家不仅花光了30多
万元积蓄，还欠下10多万元债。

回到家里，杨帆全身疼痛，不能上床睡觉，
只能躺在睡椅上。 杨帆的父母深知患这种病如
果不能站起来， 就会肌肉萎缩， 心跳加快而骤
停。杨帆年迈的爷爷、奶奶背地里暗自抹泪，生
怕哪一天孙女会离开他们。求医一年多，眼看新
学期开学在即，杨帆烦躁不安，整天央求父母送
她上学。

无奈之下，去年9月4日，母亲杨书芳背着
杨帆来到学校，找到副校长蔡代圣、向次玉，恳
求他们收下女儿，让其跟班上课。并提出在学校
附近租间房子，让杨帆的奶奶陪读。望着求学若
渴的杨帆，蔡代圣知道，若回绝她，肯定会伤了
她的心。杨帆过去上课的班级在三楼，蔡代圣让
杨帆试着从一楼上到三楼，如果行，学校就同意
她跟班上课。

杨帆鼓起勇气，用手扶着楼梯扶手往上走，
谁知刚迈上第一个台阶，全身就往后倒，幸好在
场的向次玉和杨书芳反应快，一把接住了她。绝
望的杨帆抱住母亲，两人嚎啕大哭。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蔡代圣、向次玉的心。
他们决定：杨帆不能在校上课，老师们就上门送
教。紧接着，学校召开行政会议，针对杨帆的实
际情况，拿出了一份由10位老师送教的方案。

“搀扶一下，她就有可能站起来。”校长杨万
庆说，“在我们学区， 无论是贫困的孩子还是患
病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中，一个都不能少！”

“只要老师来授课，她比过年
都高兴”

尽管早已立春，但山区仍然寒冷。围坐在

一张小木桌上， 向次玉副校长像母亲似地搂
着杨帆问长问短， 还不时用餐巾纸轻轻擦去
她高兴时流下的泪水。 年轻的心理辅导老师
万亚芬看到杨帆露出了笑脸，心里很欣慰。她
顺手拿起桌上一块很大的带心字图案的棒棒
糖， 借题发挥：“糖是甜的， 又是带心字形状
的， 送糖的人肯定与你关系不一般？”“确实，
这块糖是表姐送的，她真心希望我战胜病魔，
早日过上甜蜜的校园生活。”一番对话，让杨
帆开心大笑。

2个小时的交流和心理辅导过去了，物理老
师覃和平又忙开了。他先是俯下身子，仔细检查
上次送教时布置的作业， 然后对杨帆提的问题
在一块小黑板上反复解答， 直到杨帆弄明白为
止。不断往桌下火盆添木炭的杨帆奶奶，悄悄告
诉记者：“我这个孙女，只要老师来授课，她比过
年都高兴。”

授完课，在与杨帆的交流中，记者问她：“你
最盼望的是什么？”“我最盼望的是星期四。因为
这一天，有学校的老师上门送教，我就很开心。
上课时既忘了病痛，又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你
长大后，最想干什么？”杨帆毫不犹豫地说：“像
我的老师一样， 考师范学校， 毕业后回乡当教
师。”

接近中午，送教的老师又要离开杨帆了。杨
帆在妈妈和奶奶搀扶下， 依依不舍地把老师送
到门口，两眼噙满泪花。杨帆的妈妈告诉记者，
下午是她帮助女儿进行康复锻炼的时间， 所以
每次老师送教，基本上都是在上午。每次来，老
师连饭都不吃，心里真是过意不去。若不是老师

上门送教，让女儿看到了希望，杨帆不可能站起
来。这些老师，就是大恩人啊！

“这些送教老师，我们看在眼里
敬在心里”

从皂市镇中心学校到岳家铺村，有11公里
路程。 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10位送教老
师还有学校领导，除星期四送教外，也常来杨帆
家看望或补课，半年里往返有60多次，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践行着“一个都不能少”的诺言。在
老师眼里，送教是分内事。但在当地村民心里，
送教是天大的事。 岳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孙开清
说：“这些送教老师，我们看在眼里敬在心里。他
们就像红烛，点燃了杨帆的希望，也照亮了全村
人的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岳家铺村自古以来
就有助人为乐、行善积德的传统，尤其是送教
老师出现后，邻里和睦、敬老爱幼、扶贫帮困
氛围愈加浓厚。 村里远在新疆工作的退伍军
人柴云德得知送教老师的事迹后深受感动，
今年春节，他特意回到村里，为10位双目失明
的老人每人送去50公斤大米、5公斤猪肉、一
桶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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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为一名特殊女生送教的故事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静 李丹）近期，中央、省委相
继启动党的十九大后的首轮巡视。 湘潭
市委对标中央、省委，立即启动十二届市
委第五轮巡察，组建6个巡察组，对12家
党组织进行政治巡察。目前，此轮巡察组
已全部进驻。根据《湘潭市2018年巡察
工作要点》，今年湘潭将完成3轮巡察，全
年巡察不少于30家党组织。

湘潭巡察始终对标看齐中央、省委巡
视工作，巡察内容与中央保持一致，今年
特别将《中央巡视规划（2018-2022年）》
文件中的“六个围绕”纳入本轮巡察监督
的重要内容， 确保中央精神落实不偏差、
不走样。 湘潭市委本轮巡察时间在原来1
个月的基础上延长至2个月， 为巡察组查
询、谈话留足时间，确保巡察质量。

“巡视要着力发现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是中央对巡视巡
察工作的要求。湘潭本轮将巡察市政府
办、市编办、市国资委等12家单位党组
织，并延伸到5个县（市、区）的5个乡镇
（街道），如射埠镇、山枣镇、韶山乡、岳
塘街道、先锋街道等，进一步扩大基层
单位党组织的巡察覆盖面。通过加强对
这些单位在扶贫领域、金融领域、招投
标、 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的监督检
查，并将上级巡视指出的问题纳入巡察
重点，着力巡察发现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

据悉，去年湘潭开展了3轮巡察，巡
察党组织34家， 发现突出具体问题868
个， 向纪检机关移交问题线索百余条。
湘潭市纪委通过巡察移交线索对市管
干部立案26人，占全市市管干部立案总
数的70.27%。

湘潭吹响新一轮巡察“集结号”
全年巡察不少于30家党组织

3月13日，民间剧团在表演花灯戏《二嫂嫂回娘家》。3月以来，嘉禾县10个民间
剧团在县城古戏台进行传统花灯戏展演，集中展示20多个传统剧目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艺术，为群众送上戏曲文化大餐。 黄春涛 摄

花灯戏展演 送文化大餐

�
上海女孩重获生的希望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王主任心里有群众，做事太拼了，她是
累倒在扶贫岗位上的啊！”3月13日，在
王淑珍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自发前
来送别的干部群众泣不成声。 王淑珍生
前是永州经开区扶贫办主任，3月11日
凌晨因病去世，终年51岁。

扶贫工作责任重、压力大、要求高，
对于原来没有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永州
经开区来说更是从零开始， 任务艰巨。
2014年， 永州经开区首次成立了扶贫
办，在永州经开区仁湾镇工作了近30年
的王淑珍临危受命， 担任永州经开区扶
贫办主任。此后4年多，她全身心扑在了
扶贫工作上， 挨家挨户走访了辖区内
620多户17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17年2月， 正在家里加班整理扶

贫资料的王淑珍突然腹部疼痛得厉害。
家人扶她到家旁边的诊所看医生，医生
建议她去医院做肠镜。王淑珍考虑到正
是脱贫攻坚最繁忙的时段，要医生开了
点药就回家了。

3个月后， 王淑珍腹部再次疼痛难
忍，被家人硬逼着去医院检查，检查结
果为淋巴癌转移为结肠癌。 住院后，王
淑珍还经常与前来探望的同事商量扶
贫项目的落实情况，坚持24小时手机不
关机，随时与上级领导、同事、扶贫对象
保持工作联系。

在王淑珍及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
永州经开区被评为2016年度“全省脱贫
攻坚先进管理区”， 考核得分在全省所
有有扶贫攻坚任务的管理区和经开区
中名列第一。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张平华 童中涵）3月10日，在邵
东县水东江镇敬爱村， 由72岁老人佘眉
初自费5万余元开设的村民普法课堂正
式开讲。 被邀请来的县人民法院法官黄
政科有针对性地讲了“如何依法处理借
贷纠纷和婚姻纠纷”，100多位村民听得
津津有味。

课后， 支持佘眉初老人办班的敬爱
村党支部书记佘映辉说：“这个课堂的举
办，有助于提高全体村民的法律意识。我
们非常感谢佘眉初老人做出的贡献。”

佘眉初老人为何花钱要开这个课
堂？老人介绍说，他跟随儿子长期在深圳
等地生活， 去年由于身体原因回到家乡
休养。在与村民们的接触中，他发现乡亲
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既常有违背法
律的行为， 又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法律

维护自身权益。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佘
眉初决定义务为村民普法。他拿出自己
的5万余元积蓄，在村部开设村民“普法
课堂”，计划每个周末开课一次。主要邀
请法院法官为村民就婚姻家庭纠纷、民
间借贷纠纷、乡邻纠纷、侵权纠纷等进
行法律法规知识普及； 此外，老人自己
也亲自给村民上课。

为提高大家的学法积极性，并进一
步普及法律知识，佘眉初购买了1000多
本法律类书籍， 放在村部供大家阅读。
他还决定， 每季度评选一次“优秀学
员”，对学习成绩突出、学法用法的村民
给予现金奖励。 对于佘眉初老人的举
动，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佘眉初表示：“办好这个普法课堂
是一项漫长的工作， 而且难度比较大，
但是我有决心把这个课堂办下去。”

�
每周开课一次，每季度评选一次“优秀学员”

捐献造血干细胞曾湉

掏钱办普法课堂佘眉初

累倒在扶贫岗位王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