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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起于逐，梦成于筑。
红岩镇雪峰村地处绥宁县北

部，境内山高谷幽、水绿山秀，虽深
藏着美丽，但也难掩贫困——该村
1992 人，人均耕地仅 0.67 亩，村庄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无厂矿，无企
业，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脱贫致
富，是该村村民祖祖辈辈的夙愿。

2017年，在草长莺飞的人间四
月天，以杨萍为队长、钟军为队员的
绥宁县房产局扶贫工作队进驻雪峰
村。驻村以来，他们用激情与担当点
燃了雪峰村脱贫致富的梦想。

将帮扶村当家乡

杨萍曾在乡镇工作二十多年，
先后六次获县人民政府嘉奖，是一
位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老大
姐。在乡镇工作期间，她因公负
伤，留下六级残疾；在唐家坊镇淞
阳村扶贫时，又到省城医院做了脊
椎矫正手术。虽满身病痛，杨萍却
始终没有放弃扶贫工作。

2017年4月，杨萍再次驻村扶
贫，担任雪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的
她，与队员钟军将扶贫村当家乡，

逐户走访，精准施策，力求做到贫
困对象识别、支柱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改善、民生事业建设、扶贫机
制创新“五个精准”。

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白内障等
多种疾病的杨萍，双眼视力不足
0.3。由于扶贫工作任务重、上级要
求高，为了不影响工作，她特意买
了两副放大镜，村里、家里各放一
副，便于看材料、写材料。钟军的
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患糖尿病，
视力模糊，行动不便。长期驻村无
法照顾双亲的他，只能聘请专职保
姆照顾父母。

为了使命，为了责任，为了承
诺，两位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
在扶贫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将贫困户当家人

扶贫帮困来不得半点虚假，只
有坐炕头、上田头、下地头，与贫困
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摸实
情、出实招、收实效。

去年初夏的一天，杨萍、钟军
结伴到雪峰村2组了解中稻抢插情
况，在田边与贫困户向祖志、曾树

荣、曾令强攀谈起来，建议他们尝
试开展稻田养鱼。第二天上午，工
作队就从鱼场花1600多元买回鱼
苗，免费发放给曾树荣等12位贫困
户。贫困户们感激不已，纷纷表示
一定要把鱼养好。

去年7月26日夜里，贫困户袁
光桂在家中不幸被毒蛇咬伤，命悬
一线。杨萍、钟军和村主任连夜将
其送往洞口县人民医院抢救，才化
险为夷。

秋季开学在即，4 位贫困户子
女无钱交学费，面临辍学。扶贫工
作队主动到县教科局对接，争取

“雨露计划”爱心款5000元，几个孩
子才免于失学。

两位扶贫队员将贫困户当家
人，用真情演绎一个个帮扶故事。

将村里事当家事

如何开发扶贫产业，是工作队
思考最多的事。在工作队与村干
部的共同努力下，出口创汇的甜茶
产业落户雪峰村。经过全面发动，
已有63户贫困户和当地村民栽种
甜茶430多亩，获利40多万元。甜

茶，已成为雪峰村目前最大的产业
扶贫项目。

在工作队的精心组织下，该村还
先后成立了梅花鹿、东山花猪、稻花
鱼、青钱柳等7个特色种养专业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530多人增产增收。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村
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最有效
的途径。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
委”的共同努力下，去年雪峰村累
计投入240多万元，硬化通组水泥
路 2500 余米，安装了 15 盏太阳能
路灯，解决了1360余人的饮水安全
问题，面积达750平方米的村级综
合服务平台也即将竣工……

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
海。工作队将村里事当家事，千方百
计地做，真心实意地扶，做出了成效，
扶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老党员袁
再能将对扶贫工作队员的感谢之情
化作笔下诗句：“党施善政润山乡，扶
贫干部驻村忙；不忘初心共筑梦，砥
砺奋进谱华章。”

逐梦雪峰村 筑梦播希望
艾 哲 龙宪智

本报讯 “现在我们村里有了现代化的安
监系统，群众安全多了保障，生活更加美好了！”
元旦假期，新邵县寸石镇美菱湖村在外务工人
员回乡过节，无不为村里新装的安监系统点赞。

以往，寸石镇各村都是依靠传统的人工方
式对安全监管对象进行安全监控。但由于安
监对象点多、面广、线长，过程连续、动态变化，
传统的人工监管方式很难满足新时代安全发
展的要求。对此，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
足实际，创新方式，自去年开始在一些重点村安
装了现代化监控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
涉安人员不安全行为和事物不安全状态的迅
速预测、正确理解、灵活处理，为基层隐患排查、
现场即时监管、应急救援管理和事故隐患通报
等提供科技支撑，形成“智慧安监”，为群众系上
了一根“安全带”。

目前，该镇田心村、美菱湖村、武桥村、寸
石村、梅市社区已经安装了监控系统。该镇党
委书记李敦敏表示，要进一步加快安全监管建
设，让“智慧之花”开遍寸石。

（姚淑姣 魏亚琼 李海铭）

新邵县寸石镇
“智慧安监”护航群众安全

本报讯 上月29日，武冈市47名（户）摩
托车、电动车经营业主参加了在该市食药工
质局召开的摩托车、电动车集中整治经营主
体动员大会，并签订了合法、守法经营承诺
书。这是该市继去年8月摩托车、电动车专
项整治行动以来，开展的又一次大规模专项
整治行动。

会议提出“两必须三不得”要求，全市范
围内的所有摩托车、电动车经营业主必须具
有经营主体资格合法证，建立并执行进、销货
查验登记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武冈市摩托
车、电动车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带牌销售，
并按要求及时报送备案登记资料；不得销售
应取得而未取得国家生产许可或国家强制性
认证认可的摩托车、电动车；不得销售不合格
的摩托车、电动车以及非法拼装、改装的摩托
车、电动车；不得销售未纳入工信部《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的摩托车、电动车
等。

此次整治行动为期半个月，围绕“依法管
理、疏导为主、逐步推进、有效监管”的原则，
协调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联合清查、从严打
击。此外，食药工质局将进一步组织电动车
整治“回头看”行动，防止不法经营行为死灰
复燃。 （戴金凤 欧勤俭）

武冈重拳整治
摩托电动车市场

中共党员，邵阳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原工会主席王崇生
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1 月 3 日
逝世，享年73岁。

王崇生同志逝世

1月3日上午，在蒙蒙细雨中，城步苗
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干部职
工走访慰问了西岩镇碧云村92户贫困户，
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及御寒衣物。

岁末年初，该局党组高度重视联点贫
困村扶贫工作和贫困户的衣食冷暖，专题
部署了走访工作。该局不仅全面检查了
全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还分三个工作小组
走访贫困户。 （肖建华）

城步安环局新年送温暖

截至去年12月30日，邵阳县老城区
棚改指挥部“双月”会战提前签约期结
束，被征收房屋签约率达 95.43%，腾房
率达75.35%。

去年8月25日，该县老县城棚改项
目正式启动。去年12月7日，该县开展
老城区棚改提前签约工作，把提前签约
奖、整体配合奖等提前签约的优惠举措
广而告之，提高棚改户签约的积极性。
同时，项目部及时帮助棚改户调处各种
矛盾纠纷，二十多天共调处化解各种矛
盾 80 余起，助推老城区棚改户提前签
约。 （康 煌）

邵阳县棚改户提前签约

简 讯

本报讯 2018 年，邵阳县将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按照“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和“二中心一枢纽”战略部
署，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奋力加快“五
个建成”（即建成湘西南经济强
县、国家级卫生县城、湖南省文明

县城、资江源绿色屏障、老百姓幸
福家园），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
新局面。

该县将突出抓好七个方面工
作：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打好脱

贫攻坚硬战；推进“产业兴县”，培
育发展实体经济；实施“两轮驱
动”，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突出“两
城同创”，建设秀美宜居家园；重
视“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民为邦本”，顺应美好生
活向往；践行“三严三实”，打造人
民满意政府。

（刘 飞 朱雅军）

邵阳县

加快“五个建成”，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2018年，新宁县将
始终坚持“旅游立县、生态优先、
产业互融、民生为本”发展战略，
以脱贫攻坚为统揽，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深化改革，
着力抓项目、强产业，优生态、靓
城乡，惠民生、促和谐，朝着建设
美丽、富裕、和谐新宁的目标迈
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新宁步伐。

该县 2018 年将全力做好九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狠抓精准扶
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抓
好招商和项目建设，有效提升投
资增量和质量；三是着眼“三农”

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坚
持创新引领，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五是促进全域发展，繁荣文化旅
游产业；六是深化各项改革，激发
释放内生动力；七是着力夯实基
础，不断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八是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
设美丽新宁；九是全力惠民生，确
保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周忠安 李开祥 罗隆祥）

新宁
狠抓九项工作，加快全面小康步伐

本报讯 2018年，隆回县将
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五个建
成”，加快实施“五大战略”，奋力
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隆回。

2018 年该县着力抓好六个
方面工作：以更实举措攻坚精准
脱贫，全力补齐发展短板，精准脱
贫5万人以上，退出80个贫困村；
以更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全力
夯实发展基础，全年包装项目
180个，完成项目可研编制60个，
实施重点项目 100 个；以更新思
路振兴实体经济，全力提升发展

质效，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协同
推进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以更快步伐建设美丽隆
回，全力改善发展环境，加快县城
提质扩容，完善城乡配套功能，注
重做美城乡环境，建设宜家宜业家
园；以更深层次推动改革创新，全
力增强发展动能，向改革要动力、
向创新要活力，努力破解发展瓶
颈，增强内生动力；以更高标准改
善民生民利，全力凝聚发展合力，
坚持共享发展，让全县人民更加幸
福、更感自豪、更有尊严。（曹良海）

隆回
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富美新隆回

上月 29 日，新宁
县崀山镇石田村，女青
年李琳正在为放养的
火鸡喂食玉米粒。去
年春天，李琳从广东惠
州引进 100 多只蓝孔
雀、火鸡、珍珠鸡种苗，
在该村林家寨景区内
租用山地20余亩创办
珍稀动物养殖园，年创
收 约 10 万 元 。 近 年
来，崀山镇党委、政府
积极引导农民，依托崀

山旅游资源，以农家乐
为平台发展特色养殖
增收致富。

郑国华
兰建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