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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 6 时许，新邵县
坪上镇山口关村 69 岁的村民
谢桂英早早就起床了，她起
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一屋之
隔的邻居——93 岁的失明老
人肖桂英家，帮她燃起火炉，
以便烧水洗漱，
准备早餐。
这种场景，每天都会在
肖桂英家上演。
在山口关村乃至坪上镇
很多地方，钟丁元、谢桂英夫
妇十几年如一日照顾肖桂英
老人的事迹广为流传。
钟丁元今年 72 岁，谢桂
英 69 岁。1993 年，从涟源一
家煤矿退休后，钟丁元把家
迁回老家山口关村。很早时，
夫妻俩就认识一直独居在家
的老人肖桂英，
只是之前接触
少，双方并无过多交情，只是
普通的邻居关系。
退休回家后，钟丁元夫
妻俩与肖桂英老人接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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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也 了 解 肖 桂 英 的 困 难 。
老人有三个女儿，都远嫁他
乡。因为身边没有亲人，独
自一人生活，10 多年前双目
失明，生活无法自理，日常起
居举步维艰。
看到肖桂英的种种困
难，钟丁元、谢桂英夫妇决心
要帮老人一把。于是，每天
清晨，钟丁元夫妇都会先来
看肖桂英老人，为老人倒尿
壶 、打 扫 、洗 漱 、生 火 做 饭
……再回去做自家的饭，有
时干脆把老人接到家一起
吃。尤其是春节、端午、中秋
等传统节日，钟丁元、谢桂英
夫妇都会把老人接到自己家
一起过。冬天，她会给老人
装好热水袋，看着老人上床
后才回去休息。四季轮回，
日日如此，
从未改变。
肖桂英老人的房子，是
一座上百年的木结构房子，

因年久失修，房顶早已是腐
朽，去年起，只要一下雨，屋
内就到处漏雨。钟丁元、
谢桂
英夫妇一度帮老人用脸盆等
接水，后来见漏雨越来越严
重，就决定在楼顶上捡瓦修
缮，
根本解决问题。今年 1 月
18 日，趁着天气好，做好安全
防范措施的钟丁元搭起两条
楼梯，
爬上了五六米高的楼顶
捡瓦。为了确保安全，
钟丁元
只能蹲在屋顶上一步一步地
挪动，
一片一片地捡瓦。毕竟
是70多岁的人了，
蹲了一段时
间后，钟丁元就累得腰酸背
痛。他用双手撑住腰休息一
下，
缓一缓后接着干。通过整
整 9 个小时的努力，
房顶修缮
工作完成。4 天后春雨袭来，
让肖桂英欣喜的是，
屋里再也
没有了滴水。
1 月 22 日，寒流到来，很
多人家的自来水管都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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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到自来水。谢桂英当
即想到，自家的水龙头接不
到水，肖桂英家应该也是一
样。于是，她不顾自己也是
快 70 岁的人，不顾外面冰雪
路滑，提着水桶到处串门找
水。最终，她从几百米外的
一户村民家接了一桶自来
水，
直接送到肖桂英家。
现在，只要一提起钟丁
元、谢桂英，肖桂英老人总会
热泪盈眶。她说，他俩比自
己亲生儿女还要亲。
“和老人做邻居六十多
年，
这十多年每天过来成了习
惯，
哪天有事来迟了都会心里
放不下。老人也习惯跟我们
一起生活，
她也舍不得我们！
”
钟丁元淡淡地说。

3 月 12
日 ，50 多 名
退休职工在
大祥区檀江
街道市夕阳
红老年公寓

本报讯 3 月 13 日上午，全
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第三
期集中轮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参加轮训的学员集中观看了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
在第一期集中轮训班上的专题辅
导视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迎春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周迎春强调，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大家要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
把学习的成效转化
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动
力。要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
全面对标党的十九大新
部署新要求，
紧密联系实际，
深入
思考，
切实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参加这次培训的都是全市
县处级领导干部，
是邵阳的“关键
少数”
。作为“关键少数”，
要带头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责任、全
面增强本领、
扎实改进作风，积极
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小坚
主持当天开班式。
（刘小幸）

加强监管和巡查 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3 月 13 日，副市长 网铺设施工现场，
要求严格监管，
蒋志刚督查市区“蓝天保卫战”
工 科学组织施工。在市进出口通关
作时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服务中心建设工地，
蒋志刚要求千
力度，
确保打赢
“蓝天保卫战”。
方百计做好扬尘治理，
为全市打赢
蒋志刚一行先后督查了宝庆 “蓝天保卫战”
作出应有的贡献。
路、建设南路、邵阳大道等城区主
蒋 志 刚 一 边督查一 边 听 取
次干道沿线的建设工地和环境卫 汇报，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整改措
生工作。在白马大道小米科技附 施，规定整改时限，要求立行立
近建设工地，
一辆挖掘机在违章作 改，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力度，
业，
蒋志刚立即下车了解情况，
责 确保“蓝天保卫战”各项措施和
令相关责任单位严格按照
“蓝天保 部署落地落实。
（袁 枫）
卫战”
“十六个不准”原则监管到
位。在 320 国道原浏阳收费站附
近，
蒋志刚督查了市经开区污水管

开展公益植
树 活 动 ，当
天共种植

新邵“十个一律”严纠“四风”

80 多 株 红
叶石楠和无
花果。
伍洁 摄

为健康邵阳建设作出新贡献
市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3 月 13 日，
我市召开 2018 年全市疾
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工
作会议，总结回顾 2017 年
我市在疾病预防控制和卫
生应急工作中取得的成
绩，分析形势，对 2018 年
工作进行部署。
过去的一年，我市疾
控和卫生应急战线的广大
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团结
奋进，传染病防控工作平
稳有序，卫生应急工作成
效显著，免疫规划工作进
一步加强，尘肺病救治救
助任务超额完成，心理健

康服务工作持续推进，
市疾
控中心实验室能力建设进
一步提升，
健康教育、职业
卫生、学校卫生、水质监测
等工作不断拓展。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增强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进一步明确职责
定位和核心职能，不断加
强能力建设，依照相关的
法律法规开展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疾控和卫生
应急事业改革发展，为推
进健康邵 阳 建 设 作 出 新
贡献。
（李 超 李睿佼）

交通执法支队倾力护航春运
本报讯 自春运开始以来
至今，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出动执法人员 3730 人
次，
坚持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
相结合，
坚决严厉打击各类交
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维
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确保旅
客走得了、
走得好。
春运期间，
该支队整合所
有执法力量，
对市区火车站、
汽
车站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
查，
集中开展严厉打击“黑车”
非法营运、道路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打非治违”
百日行动、市
城区出租车客运市场专项整治
等专项行动。从机关抽调人员
值守邵阳火车站、市区车站渡
口等人、车、船密集场所，
为旅

客提供文明交通咨询引导、便
民利民志愿服务、交通秩序劝
导维护等服务活动，
受到群众
一致好评。
据统计，春运期间，该支
队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3730 人
次，检查各类车辆 3060 台次；
检查渡口码头 64 次，船舶 80
艘次；
立案查处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 167 起，查扣非法营运车
辆 55 台次，查处违规班线客
运车 27 台次，违规货运车辆 7
台次，违规出租车、公交车 78
台次。（刘波 凌志华 刘铭）

本报讯 3 月 2 日上午，新邵
县政务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
习“纠正
‘四风’
十个一律”。
“我县
的‘十个一律’
既是‘紧箍咒’
更是
‘护身符’
，
为我们改进工作作风指
明了新方向，
我们窗口单位将不折
不扣遵守落实。
”
该中心员工对此
深有感触。
2 月 22 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为全年的作风建设开
好局、起好步，
新邵县于当天出台
了《新邵县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
十个一律》，

并向全县所有单位印发。
该县的“十个一律”
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根
据新邵实际情况，着重对公务接
待、公车使用、滥发奖金补贴、涉
赌涉毒等十个方面内容作了进一
步重申、强调和完善。
对违反“十个一律”规定的，
该县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
和党纪政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
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对履行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按有关规
定严肃问责。（隆清泉 彭向海）

统战干部义务植树
本报讯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40 个植树节。市委统战部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来到“四边五年”
绿
色行动联建点——北塔区田江街
道田江村，
开展以“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为主题
的义务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机关干部一边向
技术人员仔细询问树木品种、种
植方法和成活率等情况，一边撸

起袖子用锄头和铁铲挖坑、扶苗、
培土、浇水……“坑要挖深一点，
让树根尽量舒展”
“水不要浇得太
多，
怕浸烂树根”
……大家互相指
导、共同协作，
认真按要求做好每
一道工序、栽好每一棵树苗。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排排新
栽的树苗在明媚的春光中焕发出
勃勃生机。
（伍 洁 王剑波）

宁农民的幸福生活
刘昭云 唐冉 赵宇峰
3 月 3 日，走进邵东县牛
马司镇三尚村人民片十一组，
一幢崭新的房屋映入眼帘，
红
色琉璃瓦搭配黄色瓷砖，
显得
温馨又喜庆。
“共产党指明脱贫路，老
百姓喜迁安居屋”，门口的红
色对联格外显眼。屋内干净
整洁，
小小的方桌上放着满满
一碟瓜子。
“一年前，
我还住土
坯房，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住上
新房子，
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
说起现在的生活，
61岁的宁农

民满脸是笑。
由于家境贫寒，
宁农民三
十多岁才娶上媳妇。媳妇患
有智力障碍，
只能做简单的家
务活，
他们唯一的女儿几年前
意外身亡。生活的不幸给予
宁农民沉重打击，
重担全都落
在了他一人身上。他身材矮
小，
外出打工没人要，
过去只能
依靠种植辣椒和花生等农作
物糊口，
一年下来收入也就一
千元左右，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扶贫干部的到来，
给他的

生活带来了曙光。为了让宁
农民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
邵东牛马司镇党委政府针对
他的特殊情况，
制定了一系列
帮扶措施。村里安排他做专
职保洁员，负责卫生工作，并
为他申请了金融扶贫贷款，
一
年下来，
他收入达到了一万多
元。同时，
政府还给他申请了
危房改造补助，2017 年底，宁
农民老两口住进了新房。
“除
了住上新房，
我家还有一个大
喜事，
就是我们脱贫了。
”
宁农

民高兴地向我们介绍道。
宁农民非常珍惜村里给
他的保洁员工作，
无论刮风下
雨，
他都会按时把辖区内的卫
生工作搞好。
“现在我的生活
充满阳光。接下来我想搞点
养殖，靠自己的双手，争取致
富。
”
对于未来的生活，
宁农民
信心满满。
3 月 8 日，施工人员在市区邵阳大道对交通导线进行补划。
近期，交通管理部门对城区主要道路路面标志标线进行检查，对
一些标志标线重新施划。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