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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果果：
你好！
一转眼，你就快 5 岁了。妈妈还记

得怀你在肚子里的情景，还记得你出
生时粉嫩的小脸蛋和眯着的小眼睛。
第一眼看到你，妈妈浑然忘了生产时
的疼痛，你的出现，仿佛在妈妈的心里
开出了一朵花。

你出生后还不到1岁，外婆就带着
你回了韶山，而妈妈在湘潭上班，只有
周末能回来看你。直至 2018 年初弟弟
出生，妈妈索性辞掉了湘潭的工作，回
韶山上班，只为了能够每天看到你们
兄弟俩。

虽然有妈妈的陪伴，但是因为爸
爸在广州工作，有时幼儿园开展研学
旅行活动，你会在妈妈接你回家的路

上，仰着小脑袋问我：“妈妈，为什么其
他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亲
爱的果果，爸爸在外打拼付出，是为了
给我们这个小家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
条件呀。爸爸并不是不爱你们，爸爸也
想陪伴着你和弟弟一块儿长大。我们
家有两个男孩子，为了以后我们能生
活得更好，爸爸才决定去很远的地方
工作，但他的爱与温暖，一直围绕在你
们身边。

你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虽然没
有教你，你却自己摸索出了通话录音
的功能，每次与爸爸通话时偷偷录音，
想爸爸的时候就拿出手机反复播放。
这份超出同龄人的懂事，每每令妈妈
心疼不已。

果果，你好动贪玩，有时把妈妈气

得胸闷头疼。但是在妈妈心里，你是我
的心头肉。弟弟出生的时候，你才两岁
多，妈妈承认有了弟弟之后，因为精力
有限，对弟弟的关爱多了，很多时候都
忽略了你的感受。常常对你说，你要让
着弟弟，因为你是哥哥。可是静下心来
细细一想，你年纪才多大啊，很多事情
都不能对你太过苛求。妈妈是独生女，
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到大享尽了父母所
有的爱，完全不能体会你的切身感受。
若换做是妈妈，也不一定能做得像你那
么好呢！

2020，爱你爱你！在新年到来之际，
妈妈想对你说：亲爱的宝贝，谢谢你选
择我做你的妈妈，为妈妈的生命注入了
不可替代的幸福与责任。谢谢你让妈妈
更加坚强。以前性格怯懦的我，为了当你

坚强的后盾，一直在努力做更好的自己，
只为了言传身教，给你做个好榜样。尽管
如此，妈妈身上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到位的
地方，情绪失控的时候会冲你大吼大叫，
忽略了你的感受，教育方式不甚妥当。

在以后的日子里，妈妈一定努力
改正缺点，朝着当一个好妈妈的目标
努力，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伙伴，用满
满的爱与陪伴，细致呵护着你和弟弟
健康快乐成长，成为勇敢坚毅有担当
的男子汉！
祝

快乐成长！
妈妈：郭兴兴

2020年1月20日
（作者系韶山市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职工）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廖剑波 祝林书）1 月 21 日，
全省首届“十佳”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评选结果揭晓，澧县大堰垱镇九
旺村村规民约等10篇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榜上有名。

2019 年，省民政厅组织开展了
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征集遴选
和宣传推介活动，评选出全省优秀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110 篇。在此
基础上，省民政厅联合湖南日报等
主流媒体遴选了 42 篇进行重点推
介，并通过网络投票推选和专家评
审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十
佳”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它们是：
澧县大堰垱镇九旺村村规民约、汨
罗市汨罗镇瞭家山社区居民公约、天
心区暮云街道云塘社区居民公约、溆
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村规民约、衡东

县大浦镇青鸦村村规民约、安化县冷
市镇大苍村村规民约、江永县潇浦镇
向光村村规民约、天元区三门镇响水
村村规民约、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村规民约、娄星区万宝镇石塘村村规
民约。

此次评选出的“十佳”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均围绕维护生产生活秩
序、维护社会治安、履行法律义务、推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制定
或修订，尤其针对滥办酒席、天价彩
礼、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

“等靠要”等突出问题，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抵制和约束内容。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认
为，这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充分反映
了当地自然历史状况、风俗习惯、文化
传承等特色，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和时代新风。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自1月10日春运启
动以来，长沙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1.7 万起。其中，违法次数排名前六
的分别为：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反信号灯
通行、违反临时停放规定、不按导向
车道行驶以及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不停车礼让行人。

据悉，长沙交警结合春运交通安
全管控重点，还加大了对涉牌涉证及

涉酒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的整治力
度，共查处机动车超速行驶5671起，
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车辆上
路 541 起，查处涉酒驾驶违法行为
492起，客运车辆超员违法94起。

长沙交警提醒，春节期间气候
因素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较大，在
道路湿滑天气下，驾驶人应当降低
车速，行经积水路段时避免溅水影
响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使用雨具
外出时要注意身边车辆动态，保持
良好视野。

春运启动以来

长沙查处交通违法11.7万起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通报称，2019 年，长沙共有
129 人被注销大客车驾驶资格。其
中，101 名持有 A1 准驾车型驾驶证

（最高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的驾驶
人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或驾驶证；
28 名持有 A1 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
驶人，因超分或逾期未审验等原因
驾驶证处于暂扣或停止使用状态，
驾驶人应持相关证件前往车管所办
理注销及换证。

同时，去年长沙还有978名持有
A2、A3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被
注销最高准驾车型或驾驶证；98 名
持有A2、A3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
人，因超分或逾期未审验等原因驾
驶证处于暂扣或停止使用状态。

据了解，2019 年，长沙交警共
查获准驾不符驾驶车辆上路违法
共 833 起。交警提醒，驾驶与驾驶证
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依
据相关规定，处以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可并处 15 日以下拘
留，并对驾驶证记 12 分。需要降级
的，即使驾驶人未更换证件，也属
于不能继续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如
继续驾车上路，将依法进行相应处
罚。

当前，长沙交警在加大路面检查
和整治力度的同时，还将全面受理无证
驾驶、准驾不符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举
报。特别是针对已被注销A1大客车驾
驶资格继续驾驶大客车上路行驶的，将
严厉追究相关企业和安全管理负责人
的责任。

长沙129人
被注销大客车驾驶资格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周倜

1 月 18 日，农历小年。就读于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旦增回到了西藏，拍下了一张久违
的与父亲的合影，传给了王珺。

看着旦增的一脸幸福，王珺说
自己“读懂”了这张照片，原本和父
亲矛盾重重的旦增，终于和父亲达
成了和解。这暖意融融的一幕，让
花费了数个月去帮旦增开导调节
心结的王珺欣慰不已。

王珺是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初
等教育系的教师，2012年从湖南师
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来
到这里，主教“儿童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2019 年，她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学生——120名一年级的“藏
班生”。

刚接到任务时，由于民族间文
化、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差异，王珺
内心直打鼓。去年 10 月 8 日，王珺
第一次走进藏班的课堂。不曾想，
一个孩子抢先一步跑上讲台擦黑

板，另一个孩子主动送上来一份早
餐，这一波“暖操作”，让王珺感动
到有点“恍惚”。

她灵机一动放下教材，让孩子
们拿出纸笔，画出想象中的“房子、
树、人”。孩子们寥寥几笔，王珺便
开始施展“魔力”，每拿到一幅画，
王珺都能准确说出孩子们当下的
所思所想。

“老师，你会魔法吗？”一幅“房
树人”，成了王珺打开藏班生世界
的“敲门砖”。

王珺很清楚，想要真正“读”懂
他们内心，只有“走心的教育”：不
少藏族孩子对汉语的理解能力不
足，她便特意放慢教学节奏，汉族
学生一堂课的知识点，她会拆分成
两堂课来教；一个个深奥的心理学
知识在藏班生面前被化成了最通
俗易懂的语言，“自我、本我、超我”
这样的知识点，用“猪八戒、孙悟
空、唐僧”等元素去想象；每堂课前
三分钟变成了孩子们的演讲秀，分
享见闻、讲述故事，孩子们一天比

一天敢说敢想……
“分解知识、亲近相处、放慢脚

步”成了她在课堂上独特的教学方
式。“相比教学进度和成绩，我觉得
孩子们对我的‘信服感’以及他们
自身的‘幸福感’更加重要。”王珺
说，不少学生会主动添加自己的微
信，向她倾诉。这个第一次见面就
带了“魔法”来的老师，在他们心里
像姐姐、像妈妈，也更像他们安放
心事的“树洞”。

所以，现在的王珺更忙了。
她努力钻研着让课程变得更

加生动有趣；她在教学APP平台上
开设了自己的专栏及时分享上课
心得、上传教学实例；编写的《儿
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一书即将
出版，其中收纳了大量与藏族孩
子们在课堂上的日常案例。她还
肩负起了学校学生成长辅导中心
的工作，定时给有需要心理咨询
的孩子提供帮助……她说，她想
把孩子们这本“书”读得更透彻一
点。

首届“十佳”村规民约评选揭晓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有了弟弟，
妈妈同样爱果果

她，用心读懂120名“藏班生”

文化进万家 非遗过大年
左图：1月22日，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小朋友在代表性传承人朱建南 （右） 的指导下绘制湘剧
脸谱。当天，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文
化进万家、非遗过大年”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欣赏
非遗节目展演，体验剪纸、长沙皮影戏等传统文化，欢
乐过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下图：1月22日，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市民
在靖港纸扎非遗项目传承人万勇（左）的指导下制作宫灯。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范晖

1 月 14 日一大早，游巡塘社区
农贸市场，周旗的水产摊位前人头
攒动，抓鱼、称鱼、剖鱼，周旗和妻子
李琴忙得不可开交。“渔船上缴后，
原 计 划 歇 2 个 月 ，没 想 到 贷 款 下
来 这么快。生意开张后，一天比一天
忙……”周旗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告
诉记者。

37 岁的周旗是西洞庭湖边土生
土长的后生，从小跟着父亲下湖，是
当地捕鱼里手。近年来，“靠湖吃湖”
越来越难，周旗一直犹豫要不要“上
岸就业”。去年 9 月，一纸通告传遍洞
庭湖，今年 1月 1日起全面退捕禁渔。

“终于做了决定，上岸找一份稳定的
工作。”周旗说。

除了打鱼，周旗身无长技，找工
作几次碰壁。去年12月，得知“上岸渔
民”创业可享受无息贷款，周旗和妻
子商定，贷款 5 万元，开个水产摊，还
干老本行。

不到 20天，周旗的 5万元贷款批
下来，水产摊就开了张。“以前跟着他
下湖打鱼，漂泊不定。现在早出晚归，
一家人天天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
心心。”李琴满脸笑容。

从农贸市场出来，社区街道干净
整洁，沿街商铺琳琅满目。几辆小车
驶过熙熙攘攘的街头，人车互相礼
让。社区旁边的小花园，几位老人悠
闲地聊天，一群小孩嬉戏、玩耍。

“以前这里叫水产村，家家户户

靠捕鱼养家糊口。每条村道直通洞庭
湖码头，每天渔民往来不断，一路上
都是鱼腥味。”社区干部杨胜友打了
一辈子鱼，他告诉记者，随着洞庭湖
生态保护的不断加强，2016 年，水产
村和另外 4 个集体合并，改名为游巡
塘社区，渔民开始上岸转产。上岸做
社区干部后，杨胜友发现，社区里小
商店、小饭馆、理发店等突然冒出了
不少。

渔村变社区，居民也多了起来，
生活越过越好。今年 30 岁的杨亚记
得，“小时候，在渔船上看到岸上的小
孩背着书包去上学，羡慕得跳上岸，
追了一路。”后来，社区办了幼儿园，
渔民子弟也进了校园。

作为当地最后一批年轻渔民，
2016 年上岸后，杨亚开始创业。除了
自己成功转产，杨亚还为另外 2 名上
岸渔民提供工作岗位。为了弥补儿时
的遗憾，去年，杨亚成立一支校车队，
每天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我们都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春节临近，社区居民周运军的堂屋前
贴了春联。去年上岸后，他和妻子不
仅养老保险有了着落，社区还特地安
排他去县医院做了一次血吸虫病检
测和治疗，报销70%的医药费。

目前，游巡塘社区有居民 1776
户。去年底，最后一批渔民彻底丢掉
了渔具，全部实现了转产。“家家户户
有住房、生活设施齐全，工作收入稳
定，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富裕。”
游巡塘社区党总支书记毛宏亮坚定
地说。

汉寿县洋淘湖镇游巡塘社区，曾是西洞庭湖畔有名的
渔村。西洞庭湖全面禁捕后，渔民全部上岸转产。新春前夕，
记者走访发现，昔日的村落如今大变样——

渔村变社区 渔民变居民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通讯员
刘勋惠 郭生纪）1 月 12 日，安仁县
永乐江镇大石村的几名党员干部
来到县委巡察办，将一面印有“扶
贫路上保护神”的锦旗递到该办主
任何文彬手上，感谢他们追回了贫
困村产业链接企业集体分红资金
12万元。

去年11月，县委在脱贫攻坚专
项巡察中了解到，大石村2017年至
2019年链接到一家县内企业每年4
万元的村集体分红资金一直未到位。
尽管村里多次向该企业追讨，但对方
迟迟不予兑现。时已年关，受资金影
响，村里工作难以正常运转。对此，巡
察组高度重视，直接前往该企业调
查，并责成其在春节前必须将资金拨
付到位。

去年，该县开展了4次脱贫攻坚
专项巡察，实现63个贫困村全覆盖。
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和相关企业不
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是巡察重点之
一。对巡察移交的问题和线索，县纪
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及时依规、依纪
处理。专项巡察以来，问责97人，立
案查处21人，追回扶贫资金107万
元，有效助推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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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2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清林 胡纯亮）
临近春节，记者来到永州市零陵区
朝阳街道老渡口社区，这里街道干
净整洁，院落清洁卫生，杨柳夹岸
的池塘，诗意的乡愁文化墙……仿
佛一幅寒冬里的水墨画。

“以前这里荒草丛生，垃圾遍
地，违规种菜、违章搭建随处可
见。”老渡口社区负责人介绍，去年
以来，乘着主题教育的春风，社区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区环境“脏
乱差”问题对症下药，把荒草地改
造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公园，见缝插针种起绿化树，建起
健身体育设施，因地制宜建起展示
农耕文化、渡口文化的文化墙。智
慧社区建设也稳步推进，居民足不
出户就可办理各种水电缴费事宜。

零陵区委把主题教育作为最
大政治任务抓牢抓实，把解决群众
身边的民生问题和困难作为最紧
急的要务，始终坚持主题教育为民
思想，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主题教
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去年以来，全
区 17 项重点民生实事工作全部如
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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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杨丁香 周科际

1月 21日上午，江华瑶族自治
县大圩镇长山村村委会广场前热
闹非凡。医生来体检，书画家免费
写春联，2020 年新春联欢会节目
一个接一个，全村 335 户村民现场
分红 17万元。人们喜笑颜开：“搭帮
扶贫队，头次分了红！”据悉，这是该
村有史以来第一次分红，也是江华瑶
族自治县第一个进行集体经济全民
共享的村。

“第一次分红哩！日子真是越过
越好了！”73岁的吴尧秀老人登记好
自己的名字，拿着 400 元分红和
1000元脱贫攻坚奖励，开心地说。谁
能想到，长山村曾经是一个典型的

“老、少、边、穷”山区村，2014年贫困
发生率 67.6%，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7户，422人。

2015 年以来，中南大学驻村
帮扶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社贝
村（2017年合并为长山村），长山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整
村脱贫出列。2019 年，为巩固长山

村脱贫成果，促进长山村产业持续
发展，中南大学加大消费扶贫力度，
在学校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帮扶下，
依托长山村集体合作社，学校采购
江华农副产品 330 万元，盈余 34.3
万元。同时，结合县委产业布局需
求，直接投入资金480万，在长山村
及周边种植茶叶 600 亩，食用菌
100亩，直接增加40个长期工作岗
位。同时，积极推进长山村卫生室建
设，大力推进垃圾革命、污水革命、
旱厕拆除、空心村治理，村民居住环
境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搭帮扶贫队，头次分了红”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鲁融
冰 通讯员 陈克钧）1 月 21 日上午，
常德市鼎城区花岩溪国家森林公
园管理处高峰村村民刘德山家中，
30多名党员聚集一堂，共同分享该
区微党课“轻骑兵”带来的精神食
粮，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熊熊炭火旁，鼎城区两位组工
干部分别以《旗帜》《三个维度看共
产党员的担当作为》为题讲授微党

课，用党员日常小问题剖析党性大
课题，并结合当地刘永照、莫大初
生前先进事迹，阐释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授课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直抵人心，听者为之动容。

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建立常态化党性教育机
制，鼎城区决定在今年“两节”期
间，深入开展“微党课轻骑兵、新春
佳节走基层”宣讲活动，通过组工

干部深入基层示范，带动党员面向
群众宣讲，推动党内教育向党外拓
展，引导群众信党、爱党、感恩党，
帮助群众谋划新年新生活。

22岁的村民莫晓敏入党两年，
去年大学毕业。她说：“这次活动让
我深受启发，正是共产党员带头引
领，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
后一定继承和发扬老党员艰苦奋斗
的精神，为家乡建设多作贡献。”

党课“轻骑兵”传递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