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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全面推进五一商圈提质改造——
—

爱国情 奋斗者

“城市客厅”形象全新亮相

“真英雄”潘朝阳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5月8日7时30分，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中
路， 上班的人们步履匆匆， 有序通过十字路
口。
一个10岁上下的小女孩拿着一瓶矿泉
水， 递给正在执勤的岳塘交警大队民警潘朝
阳。
“警察叔叔，您喝水。 ”小女孩露出甜甜的
笑容，还给潘朝阳行了一个少先队礼。
潘朝阳接过矿泉水，连声道谢，给小女孩
回敬了一个礼。
“潘警官是个真英雄，孩子很崇拜他，坚
持要给他送一瓶水。 ”孩子的母亲林女士说。

“潘警官救了我的命，我一辈
子感激他”
“真英雄！ ”熟悉潘朝阳的人，大多这样评
价他。
故事得从2018年1月26日说起。 那天，湘
潭雨雪交加，气温骤降，路面结冰，出行受阻。
当晚，湘潭莲城大桥上，一辆的士与一台
摩托车相撞，两名车主都报了警，负责处警的
潘朝阳带着辅警赶过来。 的士司机拿着证件
随辅警上车登记， 潘朝阳与摩托车主胡志富
到警车后面了解情况。
突然， 一辆面包车亮着微弱的灯光急速
驶来。 车轮因路面结冰严重打滑，面包车偏离
正常线路朝警车冲过来。 此时，胡志富背对面
包车，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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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5米……眼看面包车失去控制， 如脱
缰的野马般就要撞上胡志富了， 潘朝阳顾不得
多想，一个箭步冲上去，将胡志富推到一边。
“嘭！ ”面包车头撞上警车尾部，警车尾部
左边顿时陷下去一大块。 被推倒在地的胡志
富安全了，而潘朝阳却被撞成右腿骨折、腰部
扭伤，住院40多天。
潘朝阳舍身救人的故事传开， 温暖了寒
冬里一座城，他也收获了“英雄”这一称号。 第
二天，胡志富带着印有“舍身救人，恩重如山”
的锦旗去看望潘朝阳，一进病房，眼泪就流了
下来。 他说：“潘警官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感
激他。 ”
“
‘英雄’谈不上，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一
种本能。 ”潘朝阳说，他14年前从部队转业到
公安系统工作时， 就面向警徽宣誓“服务人
民，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说了
就要做到。

“他是‘暖男’，也是‘狠角色’”
潘朝阳住院后，一拨又一拨的人来看望他，
其中有领导同事、亲朋好友，也有被他感动的陌
生人，还有曾受过他帮助的市民，李坚炳就是其
中之一。
2014年， 李坚炳开车路过湘潭汽车东站
时，车子抛锚了。“正好那里有个警务站，我看
到潘警官出来，赶紧递烟给他，他不接。 我心
想，这人只怕不好打交道。 没想到，潘警官二
话不说，叫同事一起帮忙把车子推到路边，并
联系修车师傅把车子修理好。 ”李坚炳说，“当

时我就觉得，这个交警是个‘暖男’。 后来，我
就经常来看他，和他成了朋友。 ”
潘朝阳确实是个“暖男”，他会送迷路的
孩子回家，会带盲人过马路，下雨天会给没带
伞的群众递上一把雨伞， 下雪天会为辛苦工
作的环卫工人准备一杯热茶……
然而，面对违法违纪分子，潘朝阳又是毫
不留情的“狠角色”。
有一次，潘朝阳为了抓一名盗窃犯，猛追
800米。 对方跑不动了，喘着粗气说：“你……
你……这警察太厉害了……”
2016年，潘朝阳查获了一台未年检的小车，
车主想送礼“了难”，买了一条高档香烟想送给
“
你必须到车管
潘朝阳，被当场拒绝。 潘朝阳说：
所先处理好交通违法记录，再去年检。 不然出了
事谁负责？ 谁负得起这个责？ ”
“他话说得这么硬， 我还不信他‘滴水不
进’。 ”车主对协警李铁钢说。 从那以后，这名车
主每天在警务站外跟踪潘朝阳，希望找出点
“岔
子”来。
“你守也是白守，潘警官就是这样，只要
是违规违法的事，谁说情也没用，任何人送东
西都不收。 ”李铁钢劝车主。
守了半个月，车主果真一无所获。 他说：
“这个人我服了，我这就去年检。 ”
“当警察很辛苦。 ”潘朝阳说，但他是农村
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不怕吃苦。 后来当了兵，
部队培养了自己不怕苦的精神。 后来又成了
警察，他还是保持着军人本色，希望用自己的
行动践行入警誓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陈志群

“五一”假日期间，长沙市五一商圈一
家“网红”小龙虾店排号竟达7000之多……
继重庆后，长沙新晋“网红城市”，五一商圈
的功劳不小。
近日，记者走访这里发现，这个曾经交通
拥堵、容颜渐老、功能滞后的老商圈，经过大
力整治后，打造出许多令人
“
走心”的亮点，成
为游客和市民在长沙最理想的去处之一。
“要以精细化、景观化、人性化、时尚化
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来打造五
一商圈，进一步擦亮长沙名片……”去年8
月25日， 长沙市专门就五一商圈提质改造
提出明确要求。
长沙市直相关部门及芙蓉区、天心区、
开福区政府迅速落实，在充分调研、摸清底
数、查摆问题的基础上，以细之又细、精益
求精的作风推进相关工作。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重点难点之一。 长
沙市有关部门对司门口、五一广场、黄兴路东牌楼路段等主要路口的交通进行优化，将
现有5处地面人行过街设施增加至9处， 增设
“
临时乘降站”9处。 交通、交警部门拆除3个公
交车站，优化3条公交线路。 市停车办通过全
市智能停车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在五一商圈范
围内共接入81个停车场，总车位17250个，有
效提高了停车位资源利用效率。

洁净、靓丽、有序的商圈环境是吸引市
民前来的关键因素。 芙蓉区、天心区、开福
区等商圈所在辖区对五一商圈持续开展社
会治安、城市管理、市容秩序、经营秩序等
集中整治行动。 通过整治，商圈“脏、乱、差”
等不文明现象明显减少， 人行道障碍设施
大部分清除，周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
同时，棚改项目紧锣密鼓推进。 正在实
施的全长840米的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景
观有机更新项目，通过对街道景观、城市广
场等重新设计，留下老长沙雕塑，添置各类
艺术座椅并赋予文化寓意， 新增让市民游
玩休闲的舒心场所，使得商圈更具长沙味。
不仅如此，商圈着力发展时尚消费、品
质消费， 共引进3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国
金中心近400家商户品牌有三分之一为国
际品牌。 大力推动业态升级， 零售业与餐
饮、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等业态协同发
展， 逐步构建线上线下互动、 服务体验融
合、商旅文体协同、便捷化移动化的智慧商
圈体系。
此外，长沙市商务局连续11年举办“福
满星城” 购物消费节， 通过发放“福星红
包”，引导客流到王府井、平和堂、新世界百
货、沃尔玛等商超消费，拉动消费增长。
如今的五一商圈，越发“精明增长”，日
益“精细管理”，环境秩序有力改善，商圈品
相显著提升，作为长沙“城市客厅”的地位
作用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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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脱贫奔小康

豆腐坊“磨”出脱贫路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兰

特色产业
助农增收
5月14日， 嘉禾
县珠泉镇新平田村
农业生态园，村民在
采摘栀子花上市。 近
年，该县引导农民因
地制宜发展百合、牡
丹、黄栀子等特色农
业种植达2万亩，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黄春涛 李艳维
摄影报道

集中整治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永定区干部告别“文山会海”

个单位就发文和参会情况进行了清理。 发现
机关带头向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说
以往30%的文件都是以文件转发文件， 全年
“不”。“全区将绩效考核从原来的15大项42小
项缩减为4大项17小项……”区绩效办着力解
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参会多达百余个。
决“常态化迎检”问题。
“3天的会，3个小时就开完了，减负减到
“发 文 数 减 少 30% ， 会 议 压 缩 20% ，1/3
了点子上……”近日，张家界市永定区“三会
的 会 议 要 通 过 视 频 会 议 的 方 式 召 开 …… ”
据统计，今年1月至4月，永定区委办发文
合一”，将安全生产、区委中心组学习以及区
永定区认真对照省委提出的形式主义、官
仅15个，同比减少65%；区“两办”牵头召开的
僚主义存在的5个方面20类具体问题，将整
会议较去年同期减少30%。 一组组大幅做“减
委常委扩大会议放到一起开， 获得不少乡镇
治“文山会海”作为“减负”重点。 同时，针对
法”的整治指标，传递着永定区委示范带头、
干部的点赞。
年初，永定区在开展“为基层减负”专题
随意提高参会人员规格和扩大参会对象范
动真碰硬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调研时，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反映“大大小小的
围等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要求按
的信心和决心。“以前最怕年底绩效考核，光
会议点名要‘一把手’参加，一个星期不是在
照分工负责、对等参会原则。 需要跨系统通
迎检资料就装了10多册。 现在，加班整理资料
知 党 政“一 把 手 ” 参 加 的 会 议 ， 须 经 区 委 书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谈及变化，永定街
开会就是去开会的路上……”
记和区长审批。 区级领导召开12个单位以
道办公室工作人员潘斌会心一笑。
基层干部的呼声，暴露出工作中的不足，
“让广大党员干部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
更是努力的方向。 永定区委马上对全区90多
上的各类会议，须报“两办”预审、分管区领
永定区委负责人表示，全区将持续推进“基层
导审批。
减负年”工作，确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可发可不 发 的文件一
不反弹，“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深入到矛盾
律不发， 区纪委常委会汇报
最突出的地方，有更多精力深入田间地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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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群众最迫切的困难， 进一步打通服务群众
报时间原则上控制在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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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5 月 14 日讯 （记者 姜鸿
好“减法”，对标中央要求，从常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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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带头做起，从身边点滴做起，大力
O==hB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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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剑楼村和灯塔村，对“两拆两退”工
文、减少会议、减少考核、减少跑腿、
作查漏补缺，防止反弹，并入户宣传
减少留痕 、减 少 陪 同 、减 少 顾 虑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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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全镇退养了315
今年1至4月， 常德市委办减少
俊凯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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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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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政务处分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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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效果。 近年来，常德市突出做
起。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胡蓉 徐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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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做实“减法”为基层松绑

5月9日天不亮， 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
黄竹村的建彬豆制品作坊里， 贫困村民郑
建彬和妻子吴力芝正忙个不停，磨豆子、打
豆浆、烧锅、点卤，一道道程序有条不紊。
“豆浆第一遍要打细一点，浓度高；烧
锅一定要烧开，否则豆腐容易变质；点豆腐
要把握时机，点老了不好吃，点嫩了容易粘
包……”郑建彬手下活儿不停，同时向记者
介绍自家做豆腐的诀窍。
一颗颗小黄豆，经过近10道工序，磨成
了一块块白嫩嫩的鲜豆腐，也“磨”出了郑
建彬的幸福新生活。
早些年， 郑建彬家因母亲和儿子生病
欠下许多外债， 自己也因残无法干重体力
活。 无奈只身赴广东帮人看仓库，月收入仅
2000元， 而妻子则留在当地一家酒店当服
务员， 以便照顾长期生病的儿子和年迈的
父母。
2014年，入不敷出的郑建彬一家，被纳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搭帮谢校长和郭队长出主意，帮我在
家门口找了一门生计。 ”2017年，郑建彬的
对口帮扶人、 南岳区第一中学校长谢小才
和黄竹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郭峰， 来到
郑建彬家了解家庭情况， 给他带来了生活
转机。
“他家地少劳动力也少，很多产业做不
了。 我们了解到他父亲原来会做豆腐，就建

议他自己开一家豆腐店。 ”谢小才说，考虑
郑建彬的家庭情况， 工作队帮他申请了产
业扶持资金， 并一起筹划厂房建设和设备
采购。
经过充足的准备，2019年春节过后，郑
建彬家的建彬豆制品作坊正式挂牌生产。
要打开市场，就要与众不同。 在郭峰的
建议下，郑建彬的小店，在坚持传统工艺生
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豆腐生产工艺。
“
我还特地去衡山县福田铺乡学习了好
几次，那里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郑建彬说，老
师傅们传授的秘诀都很一致： 一定要用传统
的方法、优质的原料，制作最好的豆腐。
渐渐地，郑家纯豆、无添加制作的“土
豆腐”得到周边群众的喜欢，郑家的豆腐事
业也越做越俏。“每天卖得100多斤，预计今
年能赚5万块， 脱贫不愁， 致富都有盼头
了！ ”尝到甜头的郑建彬夫妇，干劲十足。
销量上去了，新的烦恼却也来了。 郑建
彬的豆腐店每天都会产生几十斤的豆渣，
清理起来颇为麻烦。
“怎么办？ ”郑建彬又找谢小才和郭峰
讨主意。
“豆渣是优良的有机饲料， 不如养点
猪？ ”谢小才和郭峰给出了新思路，这与郑
建彬扩建豆腐店的想法颇为投契。
“我先扩大规模，把豆腐皮、豆腐干等
豆制品做起来，再一边学习养猪知识。 ”郑
建彬说，想明年办个小型养猪场，并请些在
外打工的贫困老乡回来帮忙， 让大家都在
家门口挣钱。

公司成了“妇女之家”
通讯员 谷桔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轧轧轧……”5月9日，走进湘乡市龙
洞镇界牌村内秀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缝纫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工人们正在忙碌
着。 在工人中间穿梭检验产品的，是这家公
司的老板张元兰。 张元兰和她的这个车间，
带领周边150多名农村妇女、残障人士自力
更生，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盘着头发的张元兰穿着朴素，笑容清朗。
她与丈夫婚后曾在广东一家内衣制造厂打
工，因其执著认真，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做到班
长、主管，最后升为月薪近万元的厂长。
2015年，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揣着从
老板那里借来的25万元钱， 张元兰和丈夫回
到老家创业，成立内秀服饰公司。
打工的经历， 让张元兰品尝到了生活的
艰辛和不易。 在给公司定位时，她总结了
“
三
个一”：搭建一个平台、带动一批姐妹、传递一
份温暖， 即在公司自身发展的基础上， 依托
市、 镇妇联组织， 带领身边妇女姐妹脱贫致
富，把公司建成当地的
“
妇女之家”。
“
这份工作很适合我，我很满足。 ”48岁的
曾江卫是内秀服饰公司工人，负责给
蕾丝内衣装钢圈。内衣制作有许多工
序，她只需坐在固定的地方专注做手
工，其他工人还会帮她搬运材料和成
品。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曾江卫
来说来之不易。 因为早年受伤，她双
腿膝盖以下部分失去知觉，并有多种
疾病缠身，几乎失去劳动能力。 经当
地妇联干部联系，曾江卫来到内秀服
饰公司。
“
曾大姐的腿不太方便，双手却

很灵活，我们可以扬长避短，让她专门从事
手工制作。 ” 张元兰说， 曾江卫每月能拿
2300元保底工资，加班费另计。
生活中， 张元兰也给了曾江卫额外的
关照，不仅给她提供配有空调的独立房间，
还经常给她送早餐， 在她的房间里储备干
粮、鸡蛋等。
不仅曾江卫， 当地许多人也在内秀服
饰公司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李细辉是龙洞镇建时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公公患有肝硬化，婆婆患有膀胱癌，丈夫
也因意外摔断了手， 全家生活靠她一个人支
撑。 来内秀服饰公司上班后，李细辉每月约有
4000元收入。“
能在家门口上班，既不用风吹
日晒，又能及时照顾家人，真的挺好！ ”她说。
由于安置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张
元兰和她的内秀服饰公司在当 地 名 气 不
小， 公司被定为返乡农民工与女性创业带
动就业基地。
—湘乡
去年， 张元兰有了新的身份——
市第六届妇联执委会委员。“我将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张元兰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