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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刘小幸） 8月29日，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意见反馈座谈会，听取省人大代
表对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经信
委、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扶贫
办6个被评议单位建议办理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蒋耀华出席
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支持邵
阳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建
议》《关于支持武冈市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关
于支持呼南高铁邵永段 2018
年开工建设的建议》等建议办
理进展情况。与会的省人大代

表围绕 6 个被评议单位办理代
表建议工作中好的做法、存在
的问题、对被评议单位的意见
和建议等内容，对照《省人大
代 表 评 议 建 议 办 理 工 作 细
则》，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对被评
议单位办理建议工作进行了客
观准确的评价，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评议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将认
真梳理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并向省人大常委会反馈。
对于没参加座谈会的省人大代
表，将通过上门、电话或信函等
方式来了解、收集意见和建议，
确保代表评议结果客观、全面、
准确。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

听 取 省 人 大 代 表

对建议办理工作的意见

邵 阳 日 报 8 月 29 日 讯
（记者 宁如娟） 8月29日，副
市长蒋志刚组织市城管局、住建
局、园林处、市政公司等单位负
责人，对城区主街干道及市体育
新城周边的市容环境卫生进行
全面督查，为省运会营造干净整
洁美观的城市环境。

当天下午，蒋志刚一行先后
到市区宝庆中路、西湖南路、桃
花路、桃源路、邵水西路茅坪段、
邵阳大道、世纪大道、宝庆东路
等路段，对道路沿线卫生状况、
园林绿化维护、配套设施建设、
破损路面修复情况等进行
检查，现场指出存在的问
题，安排相关责任单位迅
速整改到位。

蒋志刚指出，省运会期间，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强化措施，周密部署，全力以赴为
省运会保驾护航。要抓好城区重
要路段沿线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清理各类垃圾、绿化带内杂
草，确保干净整洁。要加强城区市
容环境卫生的督查、考核工作，重
点加强省运会比赛场馆和运动员
驻地周边的清扫保洁，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要结合省运会、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等重要活动和工作，
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
市整体形象再上新台阶。

为省运会营造良好城市环境

邵 阳 日 报 8 月 29 日 讯
（通讯员 胡富元） 8月19日，
隆回县罗洪镇上罗洪村贫困村
民罗喜来（化名）新建的房屋竣
工，一家5口人搬进新居开始新
生活。至此，该镇已有 313 户贫
困村民喜迁新居。

据该镇扶贫办工作人员介
绍，去年以来，罗洪镇镇党委政府
按照上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
定”的要求和关于农村危房改造
的工作部署，全面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该镇经实地走访、调查
摸底核实，确定罗喜来等313户
贫困人员为“农村危房改造易地
扶贫搬迁”重点对象，按照省、市、

县规定的建房标准和补助标准，
由村里的民工队进行施工。

采访中，笔者看到，罗喜来
新居后面不远处的山坎下，一间
简易的猪栏里躺着两头大肥猪，
猪栏的东边是一个果园，栽了晚
秋黄梨、杨梅、金秋梨、黄桃。果
园用尼龙丝网围着，里面放养着
一二十只鸡鸭。山坎上也是一片
果树，栽着十几株猕猴桃，有几
株已经挂果。“几年后，这些果
树，就是我家致富的产业。”罗喜
来笑着说，“建房期间，我们什么
都不用管。房子建好了，搬进去
住就行。这真要感谢党和政府好
政策啊！”

易地扶贫结硕果

三百多户村民迁新居

“既然选择在社区工作，就要把它当
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不管困难再大，都要
迎难而上。”8 月 16 日，成娟洪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出她的心里话，也是她的行
为准则。今年45岁的成娟洪是绥宁县长
铺镇长铺社区党支部书记，7月底，她被
市民政局授予邵阳市“最美社区工作者”
荣誉称号。

成娟洪坚持把服务好群众作为社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她走访了社区
每一个角落，先后建立了困难居民档
案、党员档案、中老年人健康档案、育龄
妇女档案等，为社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弱势群众是社区服务的主要对
象，低保工作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多年
来，她严把初审关，经常反复调查，做到
应保尽保。去年以来，她办理居民低保户

606人，解决无房困难户廉租房235户，结
对帮扶困难户12户，帮助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20人。

长铺社区辖区的老街是县城的旧城
区，下岗再就业人员多，进城务工人员
多，弱势群体多，民间纠纷矛盾多，“四
多”现状给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较大
压力。多年来，成娟洪凭着对居民的一片
热情，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一年来，她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9起，调处
成功率达96%，全年无刑事治安案件，无
集体上访事件。对社区2名老上访户，她
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每逢节日都去慰
问，像走亲戚一样，尽力为其解决实际问
题。她用真情换来了他们的理解，打消了
他们上访的念头。

2017 年 7 月 1 日上午，连日暴雨造

成江口塘电站告急，电站将加大泄洪力
度。巫水河水位迅速上涨，对长铺社区
老街沿线 200 余间商铺、2000 余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险情就是命
令，接到通知后，成娟洪立即召集社区
党员、干部等 30 余人，紧急出动，由党
员干部包组，挨门逐户告知居民立即转
移到安全地方。在组织居民转移过程
中，洪水涌入老街，但一些居民认为洪
水不会涨进屋，坚持不肯走。面对这种
情形，成娟洪果断请求县公安局支援，
及时将居民安全转移。紧接着，成娟洪
又马不停蹄赶往虾子溪旁胶合板厂家
属楼，此时洪水已淹没三栋家属楼房屋
基脚，这些房屋比较老旧，经不住洪水
冲击，随时可能出现险情。成娟洪当机
立断，迅速召集楼栋长及党员在半小时
之内将该厂100余户居民群众转移至安
全地带。在成娟洪的带领下，所有受灾
群众安全转移。对 261 名没有去处的群
众，成娟洪将他们集中安置在长铺镇第
一小学等安置点。由于抗洪抢险工作得
力，成娟洪被评为市县两级“抗洪救灾”
先进个人。

社区工作就是自己的事业
——访市“最美社区工作者”、绥宁县长铺社区党支部书记成娟洪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 阳 日 报 8 月 29 日 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杨贵新
彭正贤） 8 月 23 日，吃完早
饭，隆回罗洪镇贫困户邹柳清
迎着阳光，赶着 62 只羊和 4 头
牛上山去了。

今年53岁的邹柳清是罗洪
镇幸福村 4 组人，身患重病，前
几年因为治病做手术花去医药
费26万元，虽然命保住了，却留
下了一身债务。谁知屋漏又遭连
夜雨，他的儿子在怀化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让他雪上加霜。接连
的不幸，让他全家陷入困境。

大病过后，邹柳清身体变
差，干不了重活。为了让他尽
快走出生活的困境，当地村组

干部和亲戚朋友建议他喂养牛
羊。2017 年，邹柳清从亲戚朋
友那里借了 3 万元，买了 20 多
只羊和 2 头牛。经过一年努力，
去年卖掉 20 只羊，有了 2 万多
元的收入。

他说，虽然自己是贫困户，
但也不能眼巴巴地全靠政府，

“人要学会自力更生。”虽然不
能干重农活，但到山上放牛羊
还是可以的。他还说，上山放牛
羊，还能锻炼身体，自去年喂养
牛羊后，经常往山上跑，身体反
而比以前好些了。邹柳清笑着
说，下一步，他想扩大养殖规
模，准备养 100 只羊，20 头牛，
让生活好起来。

贫困户邹柳清：虽逢接连不幸，仍要坚持前行

阳光总在风雨后

邵阳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李超）
8 月 29 日，省运会成年组篮球赛的第
二个比赛日。当天分别进行了五场
比赛，其中女篮比赛两场，分别是长
沙女篮对战郴州女篮，娄底女篮对
战株洲女篮；男篮比赛三场，分别是
长沙男篮对战株洲男篮、衡阳男篮
对战怀化男篮、益阳男篮对战常德
男篮。虽然当天没有邵阳队的比赛，
但仍有不少篮球爱好者来到市体育
中心篮球馆观战，为队员们加油助
威。

娄底女篮身着红色战袍对战身
着蓝白条纹球衣的株洲女篮。刚一开

赛，娄底女篮就掌握场上主动，凭借
娴熟的配合和精准的投篮拿下大比
分的领先优势，株洲女篮队员面对强
势的娄底女篮，不断调整战术，强化
防守，并抓住机会打反击，努力缩小
比分差距。

在比赛接近尾声时，株洲女篮一
名队员腿部抽筋，娄底女篮队员立刻
放弃了进攻机会，并围上来询问情
况。随后株洲女篮申请了“暂停”比
赛，然而在“暂停”结束时，这名队员
仍然在场上进行紧急处理。见此情
况，娄底女篮又主动提出了“暂停”比
赛，直到这名队员伤情稍缓解后走

出场地，比赛才重新开始。和谐友爱
的场面，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长沙男篮对战株洲男篮的比赛更
是精彩。比赛刚一开场，双方就不约而
同地采用了全场紧逼的打法，每球必
争、每分必争的竞技体育风格体现得
淋漓尽致。抢断、突破、上篮……双方
队员高超的技术让在场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

省运会成年组篮球第二个比赛日

精彩不断 感动不断

长沙男篮队员跳投。 娄底女篮对战株洲女篮。

（上接1版）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传统拳术比赛

中，邵阳选手姚湉湉和邓喜文相继出场。
姚湉湉的螳螂拳出手快如闪电，闪转腾
挪间尽显功力。最终，姚湉湉获得场上的
最高分 9.15 分，为邵阳代表团摘得省运
会成年组首枚金牌。长沙选手曾旭华、湘
西自治州选手刘长源分别夺得这一项目
的银牌和铜牌。

“能代表邵阳参赛夺得首枚成年组
金牌，超级开心！”拿到金牌后，姚湉湉激

动地说。
当天下午，首先进行的是女子42式

太极拳比赛。常德选手李江霞夺得金牌，
株洲选手刘洋夺得银牌，常德选手刘华
获得铜牌。

随后进行的是男子传统器械的比
赛，刀枪棍棒、岳家双鞭、双钩等器械被

“武术高手”们耍得出神入化，招招见功
夫、步步显神勇，给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
的中国武术表演。具有夺金实力的我市
选手孙千里第5个出场，他的春秋大刀耍

得虎虎生风，一招一式沉稳有力。最终，
他以 8.89 分夺得金牌。该项目的银牌和
铜牌，分别被郴州选手袁军平、衡阳选手
李东整夺得。

“此次省运会与以往不同，因为是在
自家门口举行的比赛，肯定要拿出最好
的成绩为邵阳争光。”曾多次获得国内、
国际大赛金牌的孙千里坦言，赛前的压
力还是蛮大的。

8 月 30 日，第十三届省运会（成年
组）武术项目将进行最后一天的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