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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吴庠 彭团

好人，会有好报吗？在湖南，这个问题有了
令人欣慰的答案。

南岳衡山景区，向全国道德模范及“中国
好人”终生免门票开放；常德27个景区宣布，向
全国范围内地市级以上的“好人”免票；长沙市
开福区首届“好人文化节”为辖区“好人”颁发
“好人礼遇卡”……今年以来，三湘大地，到处
涌动着“让好人有好报、让德者有所得”的温
暖，形成了礼遇好人、关爱好人、尊崇好人的浓
厚氛围。

景区向“好人”免票
2017年4月，南岳衡山景区宣布向全国道

德模范及“中国好人”终生免门票开放。这一优
待“好人”的举措，避免了节假日免票等叫好不
叫座的做法， 充分注意到了细则上的考量：不
受时间限制，不论春夏秋冬，只要来衡山景区，
就会有优待。

今年，被关爱的“好人”“模范”范围在放
大， 其他市州快速跟进“礼遇好人”。11月10
日，在2018年第三季度“湖南好人榜”发布仪
式上，怀化市洪江区宣布：今后所有全国道德
模范、湖南道德模范、怀化道德模范及“中国好
人”“湖南好人” 在洪江区所有景区将永久免

票。话音刚落，全场用热烈的掌声给这个举措
点赞。

这份温暖很快辐射到了常德。11月16日，常
德市文明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联合宣布，全国
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凭
荣誉证书和本人身份证，在常德市桃花源等27个
A级以上景区，每次可享受2张门票减免。

多重礼遇关爱“好人”
“这些优待政策真心暖人，但带着证书出

门并不是很方便，期待相关部门发放统一的卡
证。”常德27家景区对全国“好人”免费开放的
消息传出后，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中
国好人”孟繁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郴州的做法，为“关爱礼遇好人”提供了参
考。在郴州，好人礼遇已经实现了“一卡通”。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星级志愿者出门只要带上

“好人礼遇卡”，就能免费乘坐市内公交，就可
免费参加市卫计委组织的健康体检，到市内33
家3A以上景区（点）免费旅游，家里还可免费
收看郴州有线电视节目……这样的小小金色

“好人礼遇卡”，郴州已发放374张，兑现奖金达
124万元。

无独有偶，在11月13日举行的长沙市开福
区首届“好人文化节”上，开福区各级好人代表
获得了由开福区文明委颁发的首批“好人礼遇

卡”，他们将在游览、乘车、体检、订报、窗口服
务、生日、保险、资金帮扶、志愿帮扶等方面获
得礼遇。

帮扶“好人”，解除后顾之忧
自2016年4月开展“湖南好人”推荐评选

活动以来，“湖南好人榜” 共推荐评议宣传了
895人（组）“湖南好人”， 遴选出“中国好人”
203人。上榜的“好人”中，不少人家庭贫困，他
们自身也需要帮助。

省文明办联手湖南广播电视台芒果V基
金，打造“关爱好人帮扶计划”，定向用于帮扶
生活困难的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湖南
好人”， 目前募集的善款超过200万元。

湖南各地纷纷探索帮扶机制，长沙发动社
会各界募资2200万元壮大做实“雷锋基金”，
各级各部门结合慈善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开
展助“好人”、助“孝星”活动，每年发放300多
万元帮扶困难模范家庭；株洲先后设立了见义
勇为、慈善募捐、道德模范救助等专项基金，每
年财政拨付20万元用于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帮扶救助，每年对10位家庭生活困难的道德
模范、“中国好人”进行慰问，每人发放慰问金
5000元；湘潭从2013年起，连续5年开展了“为
好人圆梦”活动，共为46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圆了新年梦想。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樊佩君 ）11月26日至28日，

“2018湖南省公安机关警务实战大比武”
在常德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公安局的14
支代表队196名基层民警参加比武。 经过
激烈角逐，长沙获团体一等奖；株洲、常德
获团体二等奖；湘潭、怀化、益阳获团体三
等奖；湘潭、衡阳、邵阳、岳阳、永州、娄底代
表队指挥员获评优秀指挥员。

据了解，这次比武是继2015年全省
警务技战术比武后的一次再升温、再升
级，是对全省公安机关实战训练和队伍

建设的一次大检验、大检阅。本次比武
重在“实战”，将车辆查缉、室内缉捕、野
外搜捕等5类基层民警常见， 对指挥协
同、战术技能要求较高的警情作为比武
科目，并且采取“红蓝对抗”“实兵实景”
“不设剧本” 的方式进行； 看的是“实
效”，通过随机抽选参赛队伍，随机抽取
比赛场景，以比促练，以赛促战；比的是
“实力”，全体参赛队员在比武场上各显
身手，比技能、比战术、比作风，充分展
现了“三湘铁警”过硬的综合素质、精湛
的警务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何
金燕 通讯员 贺小花 ）记者昨天从省
人社厅了解到， 岳阳市将于12月1日
上午 （周六） 在湖南人才市场举行
2018年四海揽才（长沙）冬季人才招
聘活动 ，145家用人单位预计提供
2410个用人岗位。

此次参会企业中， 国有企业17家，民
营企业128家， 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食
品、工程机械、电磁电气、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制造业。 岗位主要覆盖在高技能人
才、工程技术类人才、行政管理人才和专
业技术人才等，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岗位
630个，占岗位总数的26.1%；工程技术类
人才需求岗位1335个， 占岗位总数的
55.4%。其中，湖南华文食品公司以80万年
薪招聘品牌总监。

求职者可以提前登录湖南人才网
www.hnrcsc.com 或 者 拨 打 电 话
0731-85063729了解本次活动详情。

湖南公安开展警务实战大比武
长沙获团体一等奖

145家岳阳企业本周六长沙揽才

“好人”进景区免票，给“好人”发放礼遇卡，探索“好人”帮扶机制———

三湘大地，“好人”好报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邓文艳） 湖南省现代民政研究
院今天在长沙成立， 旨在将民政部门
的政策研究同智库机构的对策研究紧
密结合起来， 推动全省民政事业迈上
新台阶。

据悉， 省现代民政研究院是民办
非企业的民政专业智库， 由省民政厅
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
依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设立， 主
要从事民政课题研究、 评估论证、 政
策咨询、 培训交流等。

湖南省现代民政研究院成立

挪穷窝
奔富路
11月28日，桂东县

沙田镇周江易地扶贫
搬迁联建点，房屋崭新
整齐。今年，桂东县科
学规划、 精心统筹，大
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在沙田镇周江村择地
145亩， 建成郴州市规
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联建点。目前，已有
943户贫困户入住，综
合市场、 服务中心、幼
儿园、劳动密集型工厂
等均已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为了保卫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
馆，巴基斯坦警察阿什拉夫·达乌德、
阿什拉夫·汗不幸英勇牺牲。 中国留
巴学生联谊总会公益小组第一时间
组织开展了“向英雄致敬”的爱心捐
赠活动， 驻巴湖南人伍小平父子、湖
南张颖默女士及各方爱心志愿者纷
纷奉献爱心。 截至当地时间今日18
时， 已经募捐13.5万元人民币和150
万卢比。

当地时间11月23日9时许，3名非法
武装分子试图闯入中国驻卡拉奇总领

事馆。巴方警察发现后，与恐怖分子发
生激烈交火。3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
但巴基斯坦警察阿什拉夫·达乌德、阿
什拉夫·汗英勇捐躯。

致敬巴铁，痛悼英雄！中国留巴学生
联谊总会公益小组第一时间倡议开展
“向英雄致敬”爱心捐赠活动，得到国内
外华人积极响应。 常年守护吉尔吉特中
国烈士陵园的湖南人伍小平和他的儿子
伍杰，湖南重病患者张颖默，兰州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厦门华侨大学、华商大
学浙江分校等高校老师们都参与到爱心
捐赠行动。

巴铁警察捐躯 华人兄弟献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