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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婧

“谢老师，您的心理治疗效果真棒，我今天终
于可以在家里切菜了。”11月16日晚饭后，桃源居
民刘女士打电话给谢述杰，言语中满是欣喜。

3个月前，刘女士的儿子浩浩因一起意外，患
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常做噩梦，看见刀具就浑身
发抖。刘女士每次做饭，只能到别人家里切菜。谢
述杰听说后，主动上门，对浩浩进行心理辅导。

谢述杰今年49岁， 是桃源县浔阳街道计生
站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走上心理治疗这条路，
起初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2005年，谢述杰和丈夫因外出务工，错过
了孩子性格培养的黄金时段。等回来工作时，12
岁的儿子变得调皮、散漫，进入中学不到一个学
期，就被学校劝退。

为了引导好孩子， 谢述杰自学心理咨询知
识，还为孩子三异其校。儿子逐渐走上正轨，顺

利进入高中，后来考上大学。
取得心理咨询师专业资格后， 谢述杰感觉

肩上担子重了。2011年5月，她创建宇辰心理服
务中心， 开展心理个案咨询服务， 成功帮助近
300位来访者打开了心灵枷锁。

长年在卫生计生一线工作， 谢述杰将目光
聚焦在留守儿童及特殊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
上。经她进行心理干预，娟子、小媛等心里阴霾
笼罩的孩子，再次迎来了阳光。

娟子3岁时失去母亲，又被父亲抛弃，只能
与外婆相依为命。生活和情感的贫乏，让她的性
格孤僻又敏感。谢述杰邀约她的同学上门帮扶，
每月给她做心理辅导。如今，12岁的娟子变得阳
光、大方了。

11岁女孩小媛，把谢述杰当成了最亲的人。
6年前，母亲离家出走，小媛的童年变得一片灰
暗。她家住在破败的瓦房里，奶奶右腿残疾，爸
爸体弱多病，弟弟患先天性癫痫。谢述杰通过朋

友圈，帮小媛募款解决生活、学习困难，对她进
行心理辅导，帮助她健康成长。

“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就是我前行的不竭
动力。”这些年来，谢述杰牵头成立了桃源县心
理学会，还发起“守护花蕾”儿童关爱保护项目，
建立“青青E家”留守儿童心理服务平台及检察
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站，组织“10帮1”爱心
联盟，让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
受益对象达3.7万余人次。 其中，“心手相连、相
伴成长” 桃源县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项目被选为
团中央、 民政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100个示范项目之一。

今年4月，谢述杰将帮扶对象锁定为“事实
孤儿”这一群体，推动“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
计划”成为省规模化推广项目。目前，项目筹款
14.9万多元，帮助桃源县“事实孤儿”52人。

熟悉谢述杰的人说，谢述杰是个好人，她用
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片爱的蓝天。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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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王
鸿 杨毅 记者 肖洋桂）近日，随着临澧
县望城街道文塘社区居民马银宗在征
拆协议上签字，该县占地1900亩的“两
园一带”民生项目征拆工作顺利完成。

望城街道是“两园一带”建设项目
棚改拆迁主战场，涉及433户居民。街道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项目启动
之初就做到政策公开、程序公开、标准
公开。同时，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成立
监督组，公布监督举报方式，严查拆迁

工作中干部作风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确保公平、公正。

“我是搞装修的，总感觉自家房子评
估面积不对，便将疑虑反映上去。监督组
找人测量核查， 原来因为房间结构异形，
计算方式不对少算了面积， 现已更正，帮
我挽回损失1万多元。”居民颜健说。

望城街道还主动为拆迁户解决住
房、水电、搬迁、特困救助等方面实际困
难60多起，赢得拆迁户支持，使“两园一
带”建设顺利进行。

临澧县望城街道“阳光征拆”得民心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吴敏胜 ）11月19日，为
期一个月的华容县“洞庭清波”专项整
治行动告一段落。行动期间，共查处违
法捕捞案件26起， 给予行政处罚16人，
移交公安部门处理4人， 拆毁洞庭湖非
法浮水垂钓木棑3处， 并没收了一大批
违法捕捞工具与渔获物。

开展“洞庭清波”行动，是华容县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
水” 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之一。 去年9

月，该县启动以洞庭湖矮围清理整治为
重点的百日行动，全县24处矮围被全部
拆除，共长12.6万米、面积6.984万亩。同
时，进一步加强辖区天然小水域巡查监
管及后续稳定工作， 杜绝违法现象反
弹。

今年来， 华容县又在全县39.3万亩
天然水域， 开展违法捕捞专项打击行
动。这次开展“洞庭清波”行动，主要是
打击东洞庭湖违法捕捞行为。县里将行
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到具体水域，取
得较好效果。

打击东洞庭湖违法捕捞
华容开展“洞庭清波”行动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刘
泉全 彭庆华）近日，常德市武陵区长庚
街道召开村级纪检监察联络员工作调
度会， 聘请7名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主
任为基层纪检监察联络员，通过列席村
级相关会议、参与“三重一大”事项议
定、受理信访举报等，对村组干部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构建无缝村级监
察网络体系。

“虽然‘监察联络员’不是‘监察员’，
只需要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给街道纪工委，
但他们的作用不比‘监察员’小，而且更能
直面问题。” 长庚街道纪工委书记彭庆华
说，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
村级监督力量薄弱、“熟人社会”监督难等
问题成为基层纪检监察难题。探索建立村
级监察联络员制度，充分发挥了村级监察
联络员在一线的作用，促进全面从严治党
“触角”在基层落地生根。

构建无缝村级监察网络

点亮心灯
———记桃源县心理咨询师谢述杰

老百姓的故事

170余盏灯
照亮村民归家路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欧阳倩 熊其雨 杨格）

夜幕降临，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田心桥村170余盏
路灯齐齐点亮初冬的夜空， 村民告别夜间出行靠
手电筒的日子。

田心桥村位于长沙东部，村民居住较为分散。此
前，村里没有安装路灯，村民晚上出行不方便。自“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群众将这一
问题反映给了相关调研组。随即，雨花区结合村委会
和群众意见，对村内主干道、村民居住区域进行了实
地勘察和摸底。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及节约环保原则，
确定安装太阳能路灯。 共投入44万余元， 安装路灯
170余盏，田心村约1200户家庭受益。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党员干部通过走访群
众，收集问题40余个。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镇里建
立全覆盖式管理台账，责任到人，倒排时间解决。”
跳马镇负责人介绍。

11月19日，双牌县桐子坳景区，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在宣讲安全用电知识。近日，国网
永州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对景区周边一带的线路和设备进行分片巡视检查，及时排
除隐患。 王强 申舒涵 摄影报道

践行初心
服务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