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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沅陵速览】
沅陵县是湖南面积最大的县，2019

年顺利脱贫摘帽。2018年以来，针对失
实举报和因工作方式、宣传不到位而导
致群众误解等问题，沅陵县建立澄清保
护机制，为干部澄清正名，为脱贫攻坚
撑腰鼓劲。

【现场目击】
4月底，记者乘车从沅陵城区出发，

沿着酉水河，“闯”进一山葱茏之中。半
个小时后，便来到了该县明溪口镇胡家
溪村。

村里小有名气的网红胡春燕正坐
在家门口，打算拍一个跟当地古寨相关
的抖音短视频。今年31岁的胡春燕右
腿先天性残疾，靠着一根拐杖前行，育
有一女，曾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可如今，通过拍摄土特产视频，以电
商为渠道售卖产品，胡春燕一天最多能

拿20个订单，一年销售额达50多万元，
她的抖音账号里也有6.6万的粉丝。

“多亏了杨书记，不仅送了我一台
智能手机，还帮助我开了‘春燕商店’销
售生活用品。”胡春燕跟电商的缘分来
自于明溪口镇党委书记杨毅群的“牵线
搭桥”，而她的脱贫致富之路，也是杨毅
群带领胡家溪村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2015年5月，杨毅群被沅陵县委组
织部选派到明溪口镇任镇党委书记。
彼时的胡家溪村是省级贫困村，全村只
有一条水泥主干道。杨毅群一来便把
村里的通组公路尽数修好，还装上了路
灯，并邀请北京的专家团队设计了“一
溪一寨三园”的发展蓝图，带领村子入
选全国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近年
来，胡家溪村通过旅游项目和扶贫车
间，带动 100 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7年该村顺利摘帽。

但杨毅群没想到的是，自己想方设
法为村民谋福利，却被举报“弄虚作
假”。2018年11月，沅陵县纪委监委接

到了来自胡家溪村村民的举报线索，反
映杨毅群在传统村落申报过程中存在
弄虚作假、包庇干部违法犯罪等问题。

县纪委监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前往
胡家溪村深入调查。“这些年，为了让大
家脱贫，杨书记是跑断了腿、说烂了嘴，
四处找项目、找资金，帮助村里发展产
业。”面对调查组的询问，胡家溪村党支
部书记王德双深感诧异。

经过深入调查，调查组查明，因为
传统村落项目前期程序复杂，迟迟未启
动修缮工作，举报人担心自身利益受
损，便以“弄虚作假”为由进行失实举
报。“村民们都夸杨毅群是人民的好书
记，是办实事的好书记。”负责调查的沅
陵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张
自伟如是说。

为此，2019 年 4 月 8 日，县纪委监
委在明溪口镇办公楼3楼会议室给杨毅
群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澄清通报会，将相
关调查情况向在座的40多名党员和村
干部进行通报。

“我是真的没想到，纪委专门为我
开了一场澄清正名的会议。”杨毅群回
忆起那场会议颇有感慨。此后，他干劲
更足，不仅争取到 4.5 平方公里的二期
古寨工程，村子的游步道今年也顺利通
过环评，准备开工建设，胡家溪村的旅
游项目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这次特殊的澄清会是沅陵县落实
澄清保护机制的有力证明。2018年12
月，沅陵县委出台了《沅陵县落实“三个
区分开来”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办
法》，在对问题线索经过详细调查后，对
失实举报和因工作方式、宣传不到位而
导致群众误解等问题及时澄清正名。

“2019年以来，我们已为11名受到
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澄清。”沅
陵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在脱贫攻坚
战场上，有一支想做事、能做事、肯做事
的党员干部队伍至关重要。下一步将
继续通过一系列实措施、硬举措，为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撑腰鼓劲、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杨欢 唐亚慧）今日，湖南科技
大学首批学生返校复学。在湘潭火
车站、汽车站和湘潭北站，该校设立
接站点，集中统一接送学生直接入校
报到。据了解，湖南科技大学是湘潭
市最早复学的本科院校。

“请问是湖南科技大学的学生
吗？快到这边来。”上午10时许，该校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20 届毕
业生陈应靓一出站，就被学校老师引
导到检测区。测体温、给行李消毒、身
份核验、信息登记……经一系列检测
流程，陈应靓登上了返校大巴。“没想
到学校防疫措施抓得这么扎实，为老
师们点赞！”陈应靓说。

临近 12 时，食堂出现了久违的学
生身影。同学们自带饭盒，在食堂门

口经体温检测、双手消毒，进入食堂。
按照指定出入口标识，大家单向循环
有序进出，并按照地面 1 米线标识排
队，始终与他人保持距离。

“学校把我们返校的每一个细节
都安排得很周密，感到非常温馨，父母
也很放心。我一定遵守学校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用心做好科研，安心完成学
业。”机电工程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唐
志豪动情地说。

据了解，湖南科技大学1万多名学
生将在5月11日、12日返校，均为研究
生和毕业年级学生。学校将实行封闭
式管理，学生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校，
按教学楼宇制定错峰上课时间表，并
严格落实学生晨、晚检健康打卡制度、
课堂考勤制度、因病缺课追踪制度、

“日报告”与“零报告”制度等。

湖南科技大学首批学生返校复学

湖南日报 5 月 11 日讯（通讯员
尉鑫 记者 易禹琳）5 月 9 日上午，
湖南师范大学与长沙高新区管委会
及阳光城湖南区域公司签署合作办
学 协 议 ，共 建 外 语 特 色 学 校 ，计 划
2022 年 9 月开学。

根据协议，合作校拟命名为“湖南
师范大学附属高新外国语学校”（湖南
师范大学附属雷锋阳光实验小学），由
阳光城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
成后移交给长沙高新区管委会所有和

举办，并委托湖南师范大学管理，依托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科优势，打造外
语教学特色，适时接纳有国际教育需求
的学生，并针对性开设专门课程。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起军表示，
将充分发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科作
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
优势，打造学校外语教学特色，以优质
资源供给促进学校质量提升，不断提
高合作办学水平。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落户长沙高新区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易禹琳）
今日，三所备受关注的高校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发布了2020
年春季学期师生返校的通知，部分学
生将返校继续学业。

据中南大学通知，5月12日起，全
体教职工分批返校上班。5 月 16 日-
17日，必须到校才能完成毕业论文（设
计）或临床实习任务的 2020 届毕业
生、目前必须承担住培任务的医学生
返校报到。其他学生分批返校时间另
行通知，未接到返校通知的学生一律
不得返校。目前需在校学习的继续教
育学生开学时间由继续教育学院另行
通知，现在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
的师生员工不返校。

据湖南大学通知，定于 2020 年 5
月14日起，毕业年级本科生和毕业年

级研究生经申请可返校，具体返校时
间和要求由学生工作部门和各学院通
知到每位学生。其他学生返校时间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据湖南师范大学通知，从 5 月 20
日起，确因科研实验急需、课程考核
等特殊原因需要返校的毕业生和参
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学研究
生可申请返校。采用线上方式进行
考核和答辩的毕业生（包括已经完成
答辩的毕业生）暂不返校。从 5 月 25
日起，确有重要科研和实验实训等任
务必须返校的非毕业年级学生可申
请返校。其他非毕业年级研究生和
本科生、境外学生和目前在疫情高风
险、中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返校。全
体毕业生 6 月下旬返校办理后续毕
业、离校手续。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石荣）随着各地陆续全面复工，
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聚餐喝酒也随
之增多。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一个月该医院院
前接诊的醉酒病人回升了20%-30%，
占院前急救人数的10%左右。

因过度饮酒到医院急诊就医，不
仅伤害自身的健康，而且常常干扰正
常的医疗秩序，引发医疗纠纷，浪费急
救资源。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网瘾科
主任周旭辉解释，饮酒后人们首先出
现的是兴奋冲动行为。随着饮酒量增
多和时间推移，抑制可由皮层扩展至
皮层下神经核团，表现出相应的精神
运动性障碍，包括言行紊乱、口齿不
清、行走困难、行为不能自控、短暂性
记忆丧失等。醉酒病人容易发生消化
道出血，甚至食道撕裂；有时发生意外
摔倒，造成不同程度的外伤；有高血压
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还可能会诱

发心脑血管疾病。
减少或避免醉酒带来的这些危

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喝酒。如果实
在做不到，也呼吁大家科学饮酒。周
旭辉建议，一天不要超过2标准杯（一
般来说，1 个标准杯与一罐啤酒、一杯
葡萄酒和一小盅烈性酒的酒精含量大
致相同）。同时，要尽量饮用低酒精含
量的酒饮料，少饮酒精浓度高、无色的
白酒。此外，切忌空腹饮酒，建议在饮
酒前多吃点主食，或是边吃东西边喝
酒；而且，喝酒不宜太快，切忌干杯，否
则很快就会出现醉酒状态。

周旭辉提醒广大市民，由于醉酒
者往往意识不清醒，家属或朋友要加
强看管。醉酒者躺下休息时，应将其
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其误吸呕吐物或
分泌物，堵塞呼吸道导致窒息。如果
发现醉酒者出现嗜睡、昏迷、皮肤湿
冷、面色苍白等酒精中毒的表现，一定
要及时送医治疗。

复工后医院急诊醉酒患者
增加近三成

专家建议：少喝酒，科学饮酒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唐小芳 徐珊）33 岁的王先生
近日突发脑卒中，被家人送入湖南省
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目前患者正在积极对症治疗中。脑
卒中盯上了年轻人。专家提醒：年轻人
也需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刘
少波介绍，脑卒中又称中风、脑血管意
外，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
和出血性卒中。其中缺血性卒中的发病
率高于出血性卒中，占脑卒中总数的
60%～70%。颈内动脉和椎动脉闭塞和
狭窄可引起缺血性脑卒中，年龄多在40
岁以上，男性较女性多，严重者可引起死
亡。青年脑卒中是指45岁以下成人发生
的卒中（18-44 岁），占全部卒中的 5-
15%。

脑卒中为什么盯上年轻人？刘少波分
析，青年脑卒中的主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
化，这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血脂代谢异
常、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从事紧张
的工作以及进食高热量饮食有关。对于青
年脑卒中，虽然有些病因及危险因素是先
天性的，譬如先天性脑血管畸形，但是多
数病因及危险因素还是可预防和可控制
的。

刘少波提醒广大市民，要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吸烟，规律
作息时间，少熬夜，确保良好的睡眠。
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释放压力，心
理疏导。此外，定期健康体检，控制高
危因素，一旦发现血压高、血脂、血糖
高、体重高等情况时，就需特别注意，
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治
疗。

脑卒中盯上年轻人
专家提醒：需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发布师生返校通知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沅陵县建立澄清正名保护机制——

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撑腰鼓劲

湖南日报5月11日
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子慧）近日，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在益阳市赫山
区桃花仑东路附近发现一
处古墓群，其中一座编号
为M3的墓葬被认定为土
坑洞室墓，年代为东汉晚
期至三国。这是益阳首次
发现此类墓葬，在南方比
较少见。

“这种墓葬形制在北
方比较常见，湖南和整个
南方地区都比较少见，因
此墓主人可能是南迁的
北方人，但墓中的随葬品
具有典型的湖南特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
大海塘墓群考古队队长
沈江介绍，该墓葬保存完
整，长3.6米、宽1.2米，由
墓道和洞室组成，里面有
铜镜、铜钱、漆器、硬陶
罐、青瓷四系罐等17件文
物。

“墓葬外散落了零散
的青砖，我们挖开墓道内

的填土后，看见1米多高的封门砖墙，敲
打后感觉里面是空的。揭开封门砖后，
发现洞室内都是积水，器物都泡在水
里。”沈江说，水比较清澈，他一眼就看
到了水底鲜艳的一点朱红色，是一件漆
器。随葬品中，还有一件直径约20厘米
的铜镜，镜面光滑。这些器物都不是普
通人家能拥有的，墓主家境应该比较富
裕，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清理墓葬后，考古队发现前室两侧
有两个壁龛，后室有棺床的痕迹，地面
有棺材底板，而随葬品集中在前室。沈
江推测是墓室进水后器物漂浮所致。
目前，这些器物已经运送至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中心进行
研究。该墓葬西北面还有一处古墓群，
现已调查发现60余座墓葬，考古调查工
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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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5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邓勇杰 化解文)“他们
守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方便他们出
行。”5月7日，常德市国资委为该市市
直 7 家医疗单位的 387 位疫情防控一
线医务人员，每人发放一张爱心公交
卡。常德市公交公司IC卡中心负责人

介绍，持此卡可免费乘坐该市城区 53
条线路公交车，有效期3年。

为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人员的关心爱护，今年3月，常德市出
台10条暖心关心爱护措施，即：全面落
实政策、免费赠送卡券、免费市内旅
游、免费提供物资、免费照料服务、优

先子女就学、优先送教上门、优先看病
就医、优先学习研修、优先提拔重用。
截至目前，暖心“十条”全部落地，让广
大医务工作者深受感动和鼓舞。“我们
会再接再厉，用心做好本职工作，为患
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湘雅常德
医院医务人员胡卫锋说。

常德市暖心“十条”落地

387位白衣战士获赠爱心公交卡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建兵

初夏的一天，大清早，安化县马路
口镇六步溪村贫困户邓奶奶家的茶园
里，来了一群人。带队的是六步溪村
支部书记曾福生，“娭毑莫急哦，我们
都是来帮您采茶的。”邓奶奶听曾福生
这么一说，脸上的惊讶换成了笑容。

这几天，邓奶奶心里一直焦急，望
着茶树上青翠欲滴的茶叶，眉头紧皱，

“个把月时间，3 亩多茶叶，我一个人
怎么顾得来哦。”原来，邓奶奶的老伴

走了，只有儿子相依为命，茶叶是家中
一块重要收入，每年这个时候，儿子会
请假从打工的南方回来，采摘茶叶。
可今年遇上疫情，企业复工复产后，忙
着抓进度，请假一般不予批准。儿子
在外只能干着急，他试着在村里的微
信群发了条求助信息，并@六步溪村
支部书记曾福生。

曾福生看到这条信息，他想了想，
跟党员们一个个打电话，“这个月的主
题党日活动定在明天，到贫困户邓奶
奶家采摘茶叶。”次日早上，村里在家
的近20名党员，全都到了邓奶奶家的

茶园。六步溪村地处六步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村民种茶多年。2016年，益
阳市委组织部入驻该村扶贫，茶叶成
为脱贫的主要产业。

众人齐心携手，人均采了 25 斤
茶。邓奶奶很高兴：“多亏了你们这些
党员干部啊！”回村的路上，曾福生想
了很久，他把班子成员又召集到村部
开会，讨论将来的主题党日活动怎么
开，“不能流于形式”“要到田间地
头”……大伙各抒己见，觉得主题党日
活动，要实实在在帮贫困户解决更多
问题。

茶园里的主题党日活动

学知识
防灾害

5月11日，吉首市德立富华幼稚
园的老师在教小朋友进行地震防灾
应急避险。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即将来临，该园将疫情防控、应急避
险等防灾减灾知识纳入课堂教学内
容，提高避险自救能力。

刘振军 梁玉 摄影报道

▲

一村一园
5月11日，古丈县默戎镇中尺寸寨村

山村幼儿园开学第一天，老师正带小朋友
玩游戏。该县于2012年9月与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合作，成为我省当年唯一实施山
村幼儿园计划项目试点县，实现了适龄幼
儿达10人的村寨山村幼儿园全覆盖，累计
让3000余名农村儿童就近入园，入园率
达到91.75%。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章育鑫 摄影报道

▲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肖玉泉）一张张小小的卡片，承
载着小小的愿望。近日，在宁乡市亮月湖
畔，一场宁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
进会暨“户帮户 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微心愿”认
领活动在这里启动。现场心愿墙上，2万
余个“微心愿”等待爱心人士认领。

启动仪式后，宁乡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市委书记周辉第一时间认领“微

心愿”，并赶赴该市巷子口镇村民刘国
兴家中，送上了书籍、大米等物资。刘
国兴是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户，独自
抚养3个孩子，加上自身多重慢性病，
生活较为困难。目前 3 个孩子都在读
书，大女儿刘竟去年以优异成绩考上
湘潭大学，刘国兴的愿望就是想多给
孩子买一些书籍，让孩子们多读书，将
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市民来到

心愿墙边，摘下卡片，认领心愿。据了
解，这 2 万多个“微心愿”由结对帮扶
干部、镇村核查干部走访入户时征集
所得，是贫困户们真实而迫切的需求。

“这些心愿都很小很具体，一点都
不贪心，我愿意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来自聚善缘公益协会的李望章领下了
两个“微心愿”。目前，“微心愿”认领活
动还在线上持续，市民可通过登录智
慧宁乡APP进行申领。

许下“微心愿”静候好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