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邵举办
首届重阳诗歌节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欣蓉）10月14日晚， 新邵县坪上
镇清水村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村民们聚在
一起，举办首届“长寿之夜”重阳诗歌节。来
自北京的著名诗人宗德宏、 赵琼与朗诵演
员李军、吉娜等10余名文艺工作者，用深情
的语言为村民们朗诵了多篇诗文。

清水村山清水秀、风景怡人。 村里80岁
以上老人占全村人口12%以上，是远近闻名
的“长寿村”。 近年来，该村瞄准打造生态美
丽乡村目标， 夯基础、 兴产业， 累计投入
1860万元， 实施了道路扩建、 百寿广场建
设、房屋“穿衣戴帽”工程等。同时，成立新邵
县长寿谷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采取“公
司+村集体+农户”模式，种植芍药，开办特色
餐饮与民宿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开办
土菜馆6家、民宿2家，游客纷至沓来。 去年，
全村整体脱贫， 成为省旅游扶贫示范村、省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和全国生态文化村。

当晚，书法家李根将、画家王合群还
分别向清水村赠送了书法和国画作品，
祝福老人们健康长寿。

通讯员 艾春望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村‘纪委书记’官小责任不小，希
望继续做好监督工作。 ”近日，长沙县青
山铺镇天华村全体党员对村纪检监督
小组半年度工作进行测评，该村一名党
员写下期待。 匿名测评结果显示，彭程
满意率为100%。

彭程既是村党支部委员，又是天华村
纪检监督小组组长，肩负的责任与纪委书
记并无两样。 如今在长沙县，村村都有“纪
委书记”。 全县200个村（社区）均设立了纪
检小组，共配备704名村级纪检员，实现村
级纪检监督组织全覆盖。

延伸触角，
消除村级监督“盲点”
长沙县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我省县

一级首位。 农村经济活跃，村级工程项
目多，但过去对村组干部的监督是一个

“盲点”。
2017年7月， 长沙县以村社区“两

委”换届为契机，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村
（社区）纪检监督组织建设的通知》。明确
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员会
主任以外的委员担任纪检委员，并由其
兼任村（社区）纪检小组组长，由县财政
对村级纪检组织工作经费和纪检小组
成员误工补贴进行保障。

“这支队伍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都
有‘双保障’。 除组织培训外，我们还制
定了系列管理规定，为村级纪检组织履
职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细则。 ”春华镇
纪委书记唐新明介绍。

今年以来，长沙县村（社区）纪检监
督组织共开展各类村级监督1100余次，
纠正解决苗头性问题300余个， 村级组
织监督规范化建设成效初显。

织密网络，
为村干部念起“紧箍咒”
村级纪检小组的成立，让村支“两

委”决策更规范。 青山铺镇天华村纪检
小组履职纪实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一

次村支两委决策过程。
村级纪检小组借助“互联网+监

督”，让村组账务更加透明。 一方面监督
关口前移，做好报账手续审核，确保收
支无遗漏；另一方面，引导群众通过平
台在“线上”对村级各项资金使用、发放
情况进行实时监督，确保村组财务在阳
光下运行。

今年7月， 长沙县土岭社区纪检小
组在廉政文化公园显示屏上、社区微信
群内，对该社区党员无故缺席会议进行
了通报，引起了社区内党员、群众的广
泛议论。 基层纪检力量增强，有效强化
了党员身份意识、纪律观念。

“通过织密监督网络，给村干部‘小微
权力’套上‘紧箍咒’，及时发现和查处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在
正风反腐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长沙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胡维龙表
示，下一步将全面推行村级纪检监督小组
述职测评和季度考核，村级纪检监督工作
做得好不好，由村民群众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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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雪

10月15日， 郴州市苏仙区居家养老
社工罗忠花像往常一样， 来到南塔街道
曹家坪社区看望服务对象陆秀莲。

见到罗忠花的到来，82岁的陆秀莲
高兴得像个孩子，快步走上前，给罗忠花
一个大大的拥抱：“你可来了， 我天天都
盼你呢！ ”

今年42岁的罗忠花，脸庞圆润，洋溢着
微笑，让人感觉十分亲切。 2015年，为人热
心、性格开朗的罗忠花，成为苏仙区坤元社
工服务中心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为6个社
区的50多位老人提供入户养老服务。

要同时照顾50多位老人，罗忠花的工
作不轻松。 助洁、助餐、助医、助行……每

周，罗忠花都要来回往返各个社区，为各
种不同服务类型的老人提供1至2次上门
服务，平均每天至少要看望照料7位老人。
为了带给老人们更专业的服务，罗忠花还
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考取了社工专业大
专， 获得了民政部颁发的养老护理员证
书。

根据规定， 入户养老社工给每位老
人上门服务的时间是30分钟， 可罗忠花
却常常“超时服务”。

“说实话，要帮老人打扫清洗、喂饭
康复……30分钟是远远不够的。 只要老
人们有需要，我都会尽力去做。 ”罗忠花
饱含真情地说。

正因为这份真情， 罗忠花把服务做
到了老人们的心坎里， 不少老人也把罗

忠花当成了“自家人”。
今年75岁的“低保户”李金英常年寡

居。 7年前，儿子突然离世，给老人造成沉
重打击，从此精神一蹶不振，并因此患上
了脑梗，导致半身不遂。

直到3年前，社区为李金英购买了居
家养老服务，她才逐渐走出阴霾，也与罗
忠花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罗忠花说：“刚来给李金英阿姨服务
时，常看到她独自叹气，愁眉不展。 那时
我就想，一定得想办法让她‘走出来’。 ”

心病还需心药医。 知道老人是因为
儿子去世神伤，罗忠花便从“心”入手，用
真心的关爱和细心的服务给老人送去亲
人般的温暖。

3年多的时间里，罗忠花几乎每周都

要上门看望老人一次，不是帮老人洗头、
按摩、量血压，就是陪老人聊天、散步、逛
超市。 知道老人行动不便，罗忠花常常在
来看望老人的路上就帮忙捎带把菜买
好，以免老人走动奔波。 数九寒冬，知道
老人家没有洗衣机， 罗忠花就帮老人把
衣物被褥挑到附近河边去清洗， 以免老
人辛劳受寒。

在罗忠花的照料关爱下， 李金英老
人渐渐打开心结， 把罗忠花当成自己的
“闺女”，遇到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真情服务动人心。 今年9月，罗忠花被
中国红十字会评为“全国优秀养老护理员
榜样人物”，并受邀赴京参加由中国红十字
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养老护工榜
样人物”颁奖晚会。

一推再推的婚礼
通讯员 米承实 舒雪恚 牟蕾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10月14日12时8分，看见汤京霖穿着笔挺的西装、佩戴
“新郎”胸花出现在眼前，新娘王欣悬着的心落了地，幸福
地笑了。

虽然两情相悦，但王欣的担心是有缘由的。 因汤京霖
工作原因， 两人今年已2次取消外出旅游度蜜月、2次推迟
婚期。

今年28岁的汤京霖是溆浦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
室干部。 2016年9月，他与王欣相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在
今年元旦领取了结婚证，计划春暖花开时拍婚纱照，再择
良辰吉日举办婚礼。

好事多磨。 今年3月18日，中央巡视组通过省纪委交办
一封信访举报件，溆浦县纪委监委交由第二纪检监察室办
理。 作为信访件主办人之一，汤京霖开启了“白+黑”“5+2”
工作模式。

4月3日，见闺蜜们在筹备清明小长假出游，王欣想去
衡山度蜜月， 于是偷偷订好了两人假期去衡山的高铁票，
想给汤京霖一个惊喜。

“谢谢老婆！ 现在是关键时期，假期得加班，下次吧！ ”
4月3日中午，王欣将订票截图发给汤京霖，马上接到了爱
人的电话。 她默默办了退票手续，花了30元手续费。

汤京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走访群众、查阅账本、收集
证据，信访件办理有条不紊。 4月13日，溆浦县纪委监委决
定对相关人员予以立案审(调)查。

一晃，“五一”小长假快来了，汤京霖和王欣计划办个
简单的婚礼，然后外出度蜜月。 4月25日，王欣高兴地买好
了假期去贵阳的高铁票，憧憬着两人的蜜月之旅。

4月28日晚8时许，汤京霖回家了，这是他一个多月来
回家最早的一次。“老婆，你真能干！不过，我一会还得去办
公室，这个假期又得加班……”吃着爱人做的好菜，他吞吞
吐吐地说。

王欣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身子掩面而泣。 汤京霖连忙
安慰妻子。 过了几分钟，王欣擦干眼泪说：“没事，你去加班
吧，我早有心理准备。 ”饭后，她办理了退票，婚礼也往后
推。

5月中旬，案子办完，相关人员受到处理，汤京霖如释
重负。 6月3日，他与爱人抓紧时间拍了婚纱照，并计划在端
午节举办婚礼。

端午节前一周，第二纪检监察室又接到一个棘手的案
子，汤京霖估计短期内难以办好，晚上回家与爱人商量，将
婚礼又一次往后推。

案子办了一个又来一个。 一直忙到国庆节，汤京霖才
携爱人外出度蜜月。

10月14日，星期日，王欣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周末他
终于不用加班，我们举办了婚礼……”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10月15日，
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水囗山镇牛塘尾
村，见到了一座长达110多米的清代石
板桥。该桥保存完好，桥面平整，桥体坚
固，桥上行人、牲畜仍在通行。 据了解，
这是位于湘桂古道上永州境内目前保
存最好、最长的古石板桥。

金秋时节，石板桥两旁大片金黄水
稻荡着层层涟漪，行走在桥上，远处青
山隐隐，近处稻浪飘香，恰似一幅美不
胜收的田园风景画。

这座名叫鼎仙桥的石板桥离地面高约
1米，共有56个石桥墩，桥墩由长约1米的条
石堆砌，桥面由宽0.8米、厚0.5米的48块长
短不一的长方青石板搭建而成。 其中最长
的一块青石板长7米多，重约10吨。

据村里84岁的赵忠熹老人介绍，这
座石板桥建于清光绪24年， 即公元1898
年，至今整整120年。 建桥时刻有石碑记
载，村里的赵氏家谱也有记录。 据碑文和
族谱记载，为了修建此桥，村民前后用了

几年时间。 赵忠熹说，建桥用的青石都取
自该村后山的半仙庵，从山上到石桥有几
公里路程，山高路窄，当时是怎样把重达
数十吨的石头搬下山砌上桥的，村民们至
今仍未弄清楚。

村民介绍说， 牛塘尾村古时地处湖
南通往广西的湘桂古道旁， 明清时期，这
里有米铺、伙铺、铁匠铺、裁缝铺等商铺几
十家， 后山上还有一处香火很旺的鼎仙
庙，每年来这里烧香朝拜者多达上万人。

赵氏族谱记载，牛塘尾村赵氏家族
是明朝时从江西搬来，原来石桥位置架
设的是简易竹木桥，每遇洪水竹木桥均
被冲走，来往商人和村民无法经过。 到
清代光绪年间， 由村民蒋长富牵头，组
织村民出钱出力，并向来往经过此地的
商人发岀捐款修桥倡议，前后得到300
多名商人的支持赞助，石桥于清光绪24
年竣工建成。

“石板桥历经120年风雨洪水，仍然
坚固完好，先祖们不偷工减料的质量意
识值得后人钦佩!”赵忠熹说。

采橘澧水旁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苟立锋

今年是柑橘“大年”，石门柑橘价格受到影响，但老橘
农窦玉华一点不慌。 10月13日上午，站在澧水旁石门秀坪
园艺场山顶，望着满山橘林里来摘橘子的游客，老窦笑出
了一脸褶子。

不过，之前窦玉华心里也没底。 就在他忧心忡忡时，一
年一度的石门柑橘节开幕了。 不同于以往，这回来石门的
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乡村大世界”栏目组。 对于刚刚脱
贫的石门人来说，这可是个大事，用窦玉华的话说，可以

“结结实实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个相”。
打那以后，细心的窦玉华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一到节

假日，外面开来不少小车，常有人下车来橘园拍照、摘果。
起初窦玉华还真有些想不通， 觉得他们不懂采摘技术，怕
伤了果树。 但看到场里几家生态农庄的生意越做越好，老
窦心里忽然“开了窍”。

“只要有人来，还怕没收入吗？ ”老窦打算稳扎稳打，先
主动当“导游”，学会和游客相处，等到冬闲，再好好取经，
跟开农庄的乡亲学学生财之道。

10月13日，由秀坪园艺场主办的2018采橘游开园仪式
举行，窦玉华跟周边橘农纷纷前来站台。 虽然细雨蒙蒙，但
挡不住600多名游客来看节目、摘橘子的好兴致。

窦玉华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橘子不愁销了，场里已
联系好客商，都在路边等着呢。 他还算了一笔账，他家今年
柑橘产量在3万公斤左右， 按目前每公斤2元的收购价，剔
除不合标准的小橘子，会有5万多元入账。

据了解， 窦玉华所在的秀坪镇园艺场始建于1975年，
作为全国最大的早熟蜜橘生产与出口基地，近年来，该场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所产蜜橘远销加拿大、俄罗斯、欧盟等
19个国家和地区。 而随着石门柑橘节、采橘游等一系列活
动的举办，石门柑橘名气越来越大，销路也越来越广了。

惟愿夕阳无限好
———记“全国优秀养老护理员榜样人物”罗忠花

� � � � 永州市零陵区水囗山镇牛塘尾村的石板桥， 110多米长， 建于清代光绪年间， 至
今保存完好。 杨万里 摄

永州一座清代石板桥完好如初

村村都有“纪委书记”
———长沙县实现村级纪检监督组织全覆盖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