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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受重伤，“铁人”陷入困境

2010 年 10 月份，我省对川援建工
作结束后，李海军又前往云南等地进行
志愿服务。2015年，他再次来到理县，结
识了李宣梅，收获了一份可贵的爱情。
2016年，为照顾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他
带着李宣梅回到了家乡。

回到村里，李海军依然热心不改。
哪家需要帮助，他二话不说就去。“木
工、钳工、农活……我样样精通。这都
是在援建四川的那两年多时间里练出
来的。”

“我家离他家 200 来米，平时我外
出做事，家里 80 多岁的老母亲多亏了
他照顾。”村民钟金国说。

今年3月21日，李海军帮助村民胡
爱国拆除旧房，二人踩上 3 楼阳台时，
阳台瞬间垮塌，二人从 3 楼跌落。胡爱
国跌在2楼，李海军则摔在一楼水泥地
面上，同时掉落的一块水泥预制板狠狠
地砸在他盆骨位置。附近乡亲急忙过
来，齐心协力抬开水泥预制板，喊来救
护车将二人送往医院。

“太疼了……太疼了……”李海军
清醒地感觉到了下半身传来的剧痛，直

到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就算在这种时
候，他还在问我家男人情况怎么样、有
没有事……”胡爱国的妻子哽咽着说。

“病人盆骨多发粉碎性骨折、腰2椎
体压缩性骨折、左侧肋骨骨折、两侧髋臼
骨折、尿道完全断裂。到我们这里时已经
失血性休克，情况非常危急。我们立刻进
行抢救，当天晚上光输血就输了4袋。”
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吴健民介绍。

经过抢救，李海军从死亡线上挣扎
了回来。然而，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像
一块沉重的大石压在了李海军一家人
的心上。

当时，李海军的存折上仅剩数千
元。亲友将李海军的情况发布在网上，
希望有人来帮帮他。

相距千里，爱心汇成暖流

一夜之间，离邵阳 1280 公里的四
川理县，因李海军的伤情而“沸腾”了。

“李海军受伤住院了！急需手术
费！”“李海军，那是2008年帮过我们的
好人啊！”“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

得知李海军的情况后，3 月 23 日，
理县团委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出倡议。受
过李海军帮助的、听闻过他事迹的人纷
纷慷慨解囊。

30 个小时不到，6000 余人次捐款
20余万元，解了李海军的燃眉之急。捐
款大部分来自四川。很多人不留名、不
留姓，甚至只在名字上显示简单的两个
字——“网友”。但李海军知道，他们是
理县的乡亲。

李海军没有想到，10年前帮助别人
时种下的“善因”，会在自己面临危难的
时候，结出令人感动不已的“善果”。“我
以前帮别人的时候，也没指望会有人记
在心上。但我没想到，10年了……他们
还记得……还记得……”躺在病床上的
李海军，眼角闪着泪花，用手捂住自己
滚烫的胸口，语带哽咽。

在爱心传递的过程中，邵阳接过了
接力棒。3 月 25 日下午，邵阳仁善志愿
者协会志愿者来到医院，将募集到的
13400元爱心款交到李海军手上。其他
爱心人士，也在陆续送来爱心捐款。

目前，李海军的腹部还插着导尿
管，动弹不得。吴健民说，后续的恢复
还要观望，情况严重的话需要植入人
工尿管。

“是这些好心人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等我好起来，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李海军
的声音，虚弱中透着坚毅。

本报讯 3月28日，邵阳学院毕业
生姚立、袁慕思正在整理相关资料，准
备前往福建省参加第四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这两名大学生积极
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
召，带领“优农找”大学生创业团队，三
年来帮助山区老百姓销售农产品 900
多万元，成为入选第四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省十佳团队之一。

姚立、袁慕思的成功创业离不开学
院的精心培育和扶持。2016年该院设立
了邵阳学院创新创业学院，主要负责组
织实施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与此
同时，学校建设了近 1000 平方米的大
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专门为有志于

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孵化场地，免费提供
水、电和通讯设施。

“学校每年拿出100万以上的资金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开展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邵阳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
长陈贻中介绍，学校已举办了三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将
优秀项目送到省、国家参赛。其中一项获
得国家银奖，三项获得国家铜奖。近年来
入驻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项目达40
多个，每年也有3-5个项目随同毕业生
走向社会，“优农找”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结束的两
会关于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进行了顶层设

计，我院将继续努力打造‘双创平台’为
大学生创业厚植沃土。”陈贻中说，学校
正在与“考德上”教育集团、市人社局合
作，重新规划建设邵阳学院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挂牌邵阳市大学生创业园，
形成“一中心、两基地”（创客中心、培训
基地、孵化基地），面积可达 2000 平方
米左右。“现已开始装修，有望在今年6
月底完成第一期工程，将来这‘一中心、
两基地’会成为邵阳学院大学生创业的
一颗璀璨明珠。”陈贻中信心满满地说。

（童中涵）

邵阳学院为大学生创业厚植沃土

本报讯 3月30日，全市民兵
基层正规化建设任务部署会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邵
阳军分区司令员王如兵出席。

今年我市将以军分区新编制
体制运行为新起点，围绕“阵地建设
规范化、力量建设专业化、组织运行
制度化、指挥手段信息化”目标，大
抓基层全面建设，提高遂行应急应
战任务、完成本职业务工作和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开创新时
代我市基层武装工作新局面。

蔡典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
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抓
好民兵基层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要坚持正确方向，突出
核心内容，以重点任务有效突破，
带动整体工作全面提升。全市各
级党委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各负
其责，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各项任
务落实落地。

王如兵围绕基层建设“怎么看”
“怎么样”“怎么办”三方面，对民兵
基层正规化建设作出具体部署。他
指出，各级必须始终把基层建设摆
在党委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认清
新形势，明确新思路，采取新举措，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推
进，力求取得新成效。

（马剑敏 夏泽彪）

聚焦职能使命 坚持“四化标准”
全市民兵基层正规化建设任务部署会召开

蔡典维王如兵出席

本报讯 3月30日，我市召开
县市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工作调
度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邓广雁主持。

会议通报了信访举报，执纪审
查，中央巡视组、省委巡视组交办
信访件办理等工作情况，传达学习
了中纪委有关文件精神，部署两个
专项整治工作。各县市区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就第一季度工作开展
情况和下阶段工作安排情况进行
了汇报。会议还就下阶段如何办理
中央巡视组、省委巡视组交办的具
体事项，推进纠“四风”、治陋习树

新风专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增强
政治敏感性，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要深化责任担
当，敢于较真碰硬，铁腕反腐。要加
强学习，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锻造一支能打硬仗、作风优良的纪
检监察铁军。要坚决打好作风建设
持久战，切实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马剑敏 陈湘林）

深化责任担当 敢于较真碰硬
县市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工作调度会召开

邓广雁主持

本报讯 3月30日上午，我市
“12331”全国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主
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隆回县举
行。副市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副
主任李华和出席并讲话。

活动现场开展了食品药品集中
宣传展示、答疑解惑咨询服务和现
场受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等活动。

市、县食药监管部门的执法人
员和隆回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消费
者委员会的成员单位，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单位以及中小学校的代表

们3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随后在
广场进行了“12331—助力健康中国
梦，食药安全伴你行”千人签名活
动。活动结束后，李华和带领市、县
食药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冒雨驱车
来到隆回县垃圾填埋场，集中销毁
了2017年3月15日以来收缴的假
劣食品药品。（贺旭艳 王 韬）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3月30日，省商务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心球率调研督
导组来邵调研。副市长晏丽君参加。

今年1-2月，我市外向型经济
来势较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46.05 亿元，同比增长 11.5%，
居全省第5位；实际到位外资2717
万美元，实际到位省外境内资金
70.87 亿元；进出口总值 31584 万
美元，同比增长 83%，居全省第 5

位；完成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额4850万美元，同比增长15.8%，

在听取情况汇报后，调研督导
组就我市招商引资、开放型经济发
展、项目跟进等工作提出了指导意
见。指出要充分发挥邵商优势，重
视招商引资和产业转移，将“走出
去”与“引进来”更好地结合起来；
加强对外贸易企业的培训，做好政
策指导。 （杨 波）

省商务厅来邵调研督导

本报讯 3
月28日，双清区
龙须塘街道安
全 生 产 员 在 辖
区 进 行 安 全 巡
查时，发现新华
社 区 一 超 市 仍
销售少量鞭炮，
当 即 对 鞭 炮 进
行了收缴。

为 抓 好 辖
区 安 全 生 产 工
作，龙须塘街道
成 立 了“ 春 雷
2018”专项整治
行动领导小组，
从消防火灾、建
筑工地、中小幼
儿园、烟花爆竹
等方面入手，进
行 安 全 隐 患 大
排 查 。对 35 家
工商贸企业、5
家网吧、3 家液
化 气 门 店 进 行
安全检查，发现

隐患 120 起，整改到位 120 起，
下达整改通知书 6 起。开展建
设工程专项整治，重点解决建
筑行业各方责任主体管理不到
位、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开
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专项整
治，强化辖区4所中小学和9所
幼儿园的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今年
春节前和清明节前对辖区内非
法出售烟花爆竹门店进行整
治，收缴了 2 家门店非法销售
的烟花爆竹。

（伍 洁 罗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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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9日，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就“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主题
宣传和“护老行动”专项整治召开新闻发
布会。

据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贺利平
介绍，去年7月以来，该局联合市直9个部
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共检查食品、保健品
经营单位2968家，查处违法案件77起，为
受骗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由于
保健品介于食品和药品之间的特殊性，其
欺诈和虚假宣传问题屡屡被打，屡屡反弹。
对此，今年我市将进一步构建“大宣传”格

局，通过大力开展科普教育，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拓展信息公开渠道，有效激发社会共
治活力。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关注，在“大整
治”行动中重点打击保健食品营销欺诈专
业团伙，全面取缔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行为，
打击取缔保健食品无证经营行为，严格整
顿规范保健食品经营场所，严厉打击制售
保健食品非法生产行为和保健食品虚假宣
传行为。同时以“大稽查”理念保持严打重
处高压态势，加大大要案查办力度，纵深推
进行刑衔接，实现稽查与监管的有效对接。

（贺旭艳 王 韬）

“护老行动”施重拳

3月26日，中国流动科技馆来邵东开展巡展活动。此次巡展是中国流动科技馆

首次进驻邵东县，持续时间2个月，每周一至周五对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市科协组

织12名科普志愿者连续两个月守在展厅为学生讲解。图为志愿者在向学生讲解磁

悬浮知识。 刘菊香 李少全 摄影报道

3月29日，大祥区人防办为检验全区人防专业队整组训练落实情
况，当日对该区人防防化防疫和卫生防疫专业队进行了点验，市人防办
和区人武部领导到场进行指导，随后开展了人防知识教育。图为区人防
办负责人在查验队员信息。 杨敏华 周巧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