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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
沃土。

今年，白箬铺镇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铺开
“党建引领促发展，上善‘箬’水惠民生”的主
题党建系列活动，不断深化“党建+”工作模
式，切实把初心使命转化成了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合力。

注重“深思”抓学习，坚定信仰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自己更加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
舵。”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白箬铺镇十分注
重强化理论学习，各支部列出了学习清单，
将论述摘编、学习纲要下发至每一位党员；
建立了晨读会制度，每天早晨 8：30-9：00
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力求通过真学真信
真用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斗之力，坚定为
民之心。

为了拓展学习教育效果，推动主题教育
往深里走、心里走，白箬铺镇针对各级党组
织特点，分层分类开展主题教育。针对年老
体弱的党员开展“送+读+聊”送学上门，外
出党员采取网上送学，确保参学全覆盖；邀
请市委党校老师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授
课，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开发微党课《诗词拳

拳颂初心》，并运用课程组织党员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
开展每周一次“三问三思”初心分享会，开展
专题研讨，进一步唤醒初心，强化责任。

注重“求真”抓检视，找准差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
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只有努
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才能不断给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为此，白箬铺镇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
向相结合，把调查研究、检视问题与整改落
实结合起来，找差距、明思路、定举措。

深入调研明思路。该镇党委班子结合
职责分工，带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确定调研选题 9 个，进一步检视校正当
前发展理念、思路和举措，走正走实高质量
发展路子。

敞开大门听意见。该镇党委班子坚持
主动找问题，采取访谈、设意见箱、发放征求
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开门听意见，把自己、职
责、工作摆进去，找出短板差距，明确努力方

向。截至目前，征集意见建议 207 条，查找
各类问题 82个，其中现场答复14个，已完
成整改43个，正在推进25个，所有问题建议
实现100%受理、100%答复。

针对问题定举措。为解决基层党建不
强的问题，白箬铺镇将主题教育与基层组
织建设相结合，强化党建“第一引领”，坚持
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主题教育重点来抓，
严格用区委要求的“八度”标准来规范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真正
让主题教育作为加强全镇政治生态建设的
有力抓手。为解决工作效能不高的问题，
白箬铺镇将主题教育与提升干部作风相结
合，坚持干部作风“第一保障”，结合主题教
育八个专项整治，在全镇弘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以干部作风提升行
政效能。

注重“增效”抓落实，惠泽民生

初心镌刻于心，使命践之于行。
白箬铺镇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盼什么，就着力解决

什么。
针对村民反映公交车候车时没有遮风

避雨的候车亭的问题，白箬铺镇黄泥铺村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一起投工投劳，10 天时间
建起了村庄沿线12个便民候车亭。

针对老百姓痛恶的黑恶势力，白箬铺镇
充分吸取典型案例教训，不断强化社会治理
创新，严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等问
题，并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全面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

针对老百姓的脱贫致富问题，今年上半
年白箬铺镇投入 120 万实施瓜蒌种植项
目。项目对龙唐村23户精准扶贫户及其他
村 16 户兜底扶贫户进行全覆盖，每年实行
保底分红，现已招聘固定农民用工10人，有
效带动了农民和贫困户的就业增收。今年
已完成所有种植工作，产量达到 8 吨，产值
50余万元。

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白箬铺镇直面
民生痛点难点堵点，敢于动真碰硬，使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老百姓的满意，带来的是工作的推进

更加有力：500 千伏望城变电站项目落户
于该镇古山村、金峙村，用地面积 106 亩，
涉及 9 个村民组，该电力项目性质特殊，情
况复杂。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
专门的指挥部。从指挥部召开动员会，启
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不到 1 个月的
时间便完成了拆迁补偿，达到“四清”交地；
望城至艾家冲 500 千伏线路工程，鼎功至
望城 500 千伏线路工程，长 20 公里，在镇
域范围需建设塔基52个，沿线涉及5个村，
工作协调难度大，经过该镇、村干部不厌其
烦，细致深入政策宣传，严守政策底线，目
前已经提前完成塔基交地；常益长高铁项
目途径古山、金峙、胜和三个村，长约 6 公
里，高铁主线、高铁动车所及高铁梁场共用
地 848 亩，涉及房屋拆迁 101 户，11 月 8 日
召开拆迁动员大会，目前已完成土地青苗
外业调查及迁坟工作，房屋三轮会审已完
成，定于 12 月 14 日启动房屋签约，预计 12
月 28 日房屋签约拆除清零，实现常益长高
铁项目848亩全面交地。

奋进新时代需要坚定理想信念，描绘新
画卷需要牢记使命担当，白箬铺镇全体党员
将继续时刻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无
愧于时代的共产党员”，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吴建邦 刘仙强）·精彩湖南·

践行初心使命 聚力高质量发展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欧阳恩雄 谢定局

12月2日，雨后初晴，雪峰山腹地的洞
口县桐山乡大道村雾气缭绕。村道旁的邵
阳市洞口华屹化妆品有限公司机器轰鸣，公
司总经理张赫伦正在指导残疾人员工对最
后一批芝麻杆进行搅碎和蒸煮加工。

张赫伦脖子以下高位瘫痪，仅双手可
动。他没有放弃积极生活的信念，自主创
业，致富后不忘家乡人，主动吸纳周边18名
残疾人就业，还以“基地+农户”模式带动50
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今年 10 月，他被评
为邵阳市“最美扶贫人物”。

身残志坚，一纸秘方打开创业大门

1995 年，刚考上大学的张赫伦患强直
性脊柱炎，导致下肢瘫痪，被迫辍学。1998
年，20岁的他双腿开始出现对称性疼痛。

“先后花费了40多万元，弟弟们也辍学
了。”张赫伦说，那几年过得浑浑噩噩，看着
自己唯一可以活动的手，对未来一片茫然。

张赫伦的外婆是一位民间中医。张赫
伦患病期间，年迈的外婆时常送来自制汤
药，鼓励他坚强生活。

“外婆过世后，留给我一本载有各种方
子的秘笈。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从中找到

养活自己的‘饭碗’。”张赫伦说。
经过反复斟酌，张赫伦把目标锁定在研

究治疗脱发的配方上。
正当张赫伦犹豫时，一位朋友过来探望

他。朋友因溢脂性脱发，头发掉得严重，张
赫伦便请他试试自己防脱发的方子。

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朋友的头上长
出了新发，特意跑到张赫伦面前，伸长脑袋
给他看，兴奋地说：“你这秘方真的有效果！”

深受鼓舞的张赫伦，决定在秘方的基础上，
研究防脱发洗发水。经过反复验证和改良，
2002年底，“天思怡”生态防脱发洗发露面世。

2011 年，华南师大教授钟锦富慕名找
到张赫伦，请他帮助解决脱发问题。当时张
赫伦委托朋友在香港建厂，苦于没有资金，
事业踌躇不前。得知此事，钟锦富表示，愿
提供20万元创业基金。

第二年，张赫伦成功建立了香港华屹化
妆品公司，委托广州一公司加工生产，产品
正式投向市场。

家乡办厂，带领贫困群众就业致富

2013 年，张赫伦与患脊髓炎致残的好
友刘谋德合作，成立洞口华屹化妆品有限公
司。两人约定，张赫伦负责研发指导，刘谋
德负责生产。

“公司取名‘华屹’，就是想让家乡的贫困户

跟我一样屹立起来，不被贫困打倒。”张赫伦说。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公司员工都是残

疾人，腿脚不便，干事却一点也不马虎。“招
收残疾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
题。”张赫伦解释。

张钦是隔壁小花村的残疾人贫困户，两
年前收到张赫伦邀请，在公司从事生产。提
及张赫伦，害羞的张钦打开了话匣子：“张总
对我们很好，包吃包住，每个月有2000多元
工资，很满足了。”

回乡办厂，原料是关键。2014年，张赫
伦建立山苍子等原材料种植基地1000亩，
并与周边村民签订合同，以高于市场价收购
原料，带动 50 多户贫困户从事种植。其中
从事种植、收购的贫困残疾人32人，平均年
收入3万元左右。

“很多用高档产品的人选择了我们的产
品，给了我承包大山的底气！”2017年，在洞
口县自然资源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下，张
赫伦将种植基地扩大到3000亩。

张赫伦介绍，公司现在正申请防脱发洗
发水发明专利。他右手熟练操作着轮椅，行
驶到洗发水货架旁，向记者介绍产品。

当记者问怎么不卖秘方时，张赫伦坚定
地摇了摇头说：“卖秘方可以不这么辛苦，但
我想让更多的残疾人看到，我残疾这么严重
都能创业，他们也能够自立自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覃艳红

这几天，一则“两男子不顾个人安危勇
救落水女”的视频和照片，在张家界人微信
朋友圈持续刷屏。放大照片后，可看到两位
身材健硕的男子，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一
人用手推头，一人用手拉腿，拖着一名落水
妇女，由远及近朝岸边游去。

救人的男子是张家界两位爱好跑马拉
松的“跑男”周金成和郭先岗，其中周金成是
一名退役军人，在永定区农业农村局工作。

“周金成在澧水河勇救落水妇女，展现
了军人本色，是我们身边的榜样！”12 月 6
日，记者见到了最早发布照片的永定区农业
农村局干部李思海，通过他的讲述，这组图

片背后的故事也清晰起来。
11 月 24 日早上 7 时许，周金成和李思

海在参加每周一次的长跑队晨跑。他们从
滨河路往回跑途中，在离出发地约一公里
处，发现堤岸上围了一堆人，对着水面指指
点点。

离堤岸 50 多米处，一名女子漂浮在水
中。“不好，有人落水了”“有人会游泳吗”

“快打急救电话”……人群中，焦急的声音此
起彼伏。

“我会游泳，我下去!”正在跑步的周金
成迅速脱去上衣，“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朝
落水者游去。

“第二个跳入水中的是郭先岗，是咱们
长跑队队长。”周金成告诉记者，他和郭先岗

先后下水，拖着落水者朝岸边游去。
靠近岸边时，岸上众多群众过来帮忙。

经 10 多分钟努力，大家一起把这名在河边
散步不慎落水的妇女救上了岸。经赶来的
医护人员急救，落水妇女脱离了生命危险。

周金成、郭先岗的救人之举，被在场的
同事李思海用手机记录下。

“金成的脚板被水中石头划出了好几道
口子，血迹斑斑。”李思海告诉记者，由于他
不会游泳，他在岸边拍了救人视频和照片，
在单位工作群和朋友圈转发。

据了解，今年41岁的周金成，曾在部队
服役16年，是一名优秀军人，连续多次被评
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并随队参加了
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和 2008 年四川汶川
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转业后在单位，他尽
职尽责、踏实肯干、乐于助人。

“救人是出于一种本能，当时情况危急，
只想尽快把人救上来。”说起救人的事，周金
成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
役军人，救人于危险之中是应尽的职责。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
员 杨田风）一辆快速奔驰的滴滴快车上，孩子
病情加重突然昏厥。幸运的是，遇到了好心司
机李次雄。为尽快救人，李次雄将快车“秒”变
救护车，奔向医院，小孩最终转危为安。

“一年轻妈妈抱着一个小女孩急忙上车，
小孩脸色苍白。”滴滴司机李次雄回忆，12月
3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他在长沙湘江世纪城
附近接了一笔订单，乘客本来打算去北辰三
角洲一家诊所，在上车 10 分钟后，小孩病情

突然加重，其妈妈焦急地哭了起来。李次雄
决定去医院，立即拨打120，得知附近最近的
医院是湘雅医院。

从新河路到湘雅医院，一路上有不少红
绿灯。救人要紧，李次雄向在路面执法的交
警说明情况，交警及时疏导交通，护送其去医
院。李次雄到医院后，抱着小孩跑向急诊室。

“孩子是因为高热引起惊厥抽搐，如果晚
到几分钟，可能会造成休克。”小孩的妈妈感
激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卓韬 吕江英

微信红包，动动手指就能收受，一些党员
干部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近日，永州市3
名干部就因收微信红包被查处，通过“一案双
查”，还牵出其他4人被立案。

今年6月，永州市委营商环境专项调查组
进驻永州经开区期间收到群众举报，反映社
会人员吕某在园区内“提篮子”，帮助多家企
业办证办事，从中收取好处费。

调查人员在核查吕某的资金流水时发
现：2016年6月，吕某曾转账给市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站一副科长彭某9700元。

“她当时在备案科，负责收缴建筑工程安
全责任险，我转了 9700 元，应该有发票的。”
吕某辩解道。

“建筑工程需要交多少安全责任险？如
果找不到发票，你这是什么行为？”面对调查

人员连续发问，吕某只好如实交待，安全责任
险实际应交纳9200元，其余500元是给彭某
的好处费。

经查，吕某为了疏通某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问题，通过手机微信，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园区监督科科长周某、副科长彭某、
工作人员舒某等人发送红包。

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自 2016 年以来，
周某、彭某、舒某在工程项目验收、专家评审
等环节，分别收受服务对象的红包 9200 元、
3200 元、4100 元。3 人分别受到政务记过、
党内警告、政务警告处分，市纪委监委责令市
住建局党组免去周某、彭某职务。

通过“一案双查”，该站4名班子成员因带
头收受红包礼金被立案，分管的市住建局党
组成员石某、该站站长邓某落实主体责任不
力被问责。该站通过自查自纠，共有27人主
动上缴了收受的红包礼金6万余元。

12月8日，新田县枧头镇大观堡村，33岁的村民周小梅（右一）在用手机拍摄母亲加工红薯
干的视频。周小梅是名身患“强直性脊柱炎”的重度残疾人，2017年起，她在县商务局扶持下成
立大观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通过拍摄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推销红薯干、野菊花、大豆等当地土
特产，预计今年可带动该村及附近村庄销售土特产300余万元。2018年，周小梅获评湖南省

“最美扶贫人物”。 刘贵雄 摄

让贫困户屹立起来
——记邵阳市“最美扶贫人物”张赫伦

一女子散步不慎掉河
两“跑男”冰冷水中施救

司机交警护送昏厥小孩就医

收微信红包，7名干部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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