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清区火车中心完小的学生
们在训练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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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5 月 10 日 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伍德森
王永胜） 5 月 10 日上午，我市

“5·12”国际护士节暨“三十年护
理奉献奖”表彰大会召开，市卫健
委对全市 74 名优秀护理工作先
进典型进行表彰。副市长李华和
出席。

近年来我市护理工作不断向
优质化、人性化方向发展，护理服
务理念不断转变、服务质量日益
提升，推动了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我市共有医护人员3万多名，
他们不舍昼夜坚守在医疗诊疗一
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
微小举动书写大爱，发扬了邵阳
医务工作者的南丁格尔精神。

此次受表彰的 74 名医护人
员来自市中心医院、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等
32 家医疗单位。她们在平凡的
护理岗位上坚守二三十年，仍然
保持着护理工作者的初心，是全
市医护工作者的楷模。

邵阳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谭宇 肖燕 通讯员 尹华增）
5 月 10 日，全市河长办主任暨
防汛工作、城市防洪工程、小水
电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市
长肖拥军出席并讲话。

肖拥军指出，要进一步履行
好河长制工作职责，突出抓紧抓
好今年河长制重点工作的落实落
地，强力推进“清四乱”专项整治，
加快完成河库管理范围划定，积
极创建特色乡镇“样板河库”，主
动治理修复水生态环境，切实加

大水域岸线清洁力度，力争今年
我市河长制工作再上新台阶。

肖拥军强调，要认清今年防
汛的严峻形势，明晰防汛指挥责
任，夯实防汛工作基础，紧盯防汛
防范重点，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
御、水库防守、15 条易发洪水小
流域沿线城镇防洪，严格落实防
范措施，加强领导、值守、调度及
督察。肖拥军还就城市防洪工程
建设、小水电清理整治工作，及犬
木塘水库项目建设等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邵阳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纪新 谢 玲
曾琴） 5月9日中午，新邵县第
一中学午间广播响起，对该校高
三512班学生张晨曦热心救人的
事迹进行了播报。

3月9日下晚自习后，张晨曦
像往常一样从学校步行回家。走
到新邵县城资江二桥中间地段时，
他发现一位女孩双脚站在桥护栏
外侧窄窄的凸起处，双目紧闭。

张晨曦本能地冲过去，双手
紧紧抓住少女双臂。靠近女孩
时，他闻到她浑身散发很浓的酒
气，确定女孩要轻生。

于是，张晨曦面带微笑跟女
孩聊家常，谈心。一开始女孩只是
泪流满面，并不理睬他，想用力挣
脱他的手。此时，张晨曦心里非常
紧张，为缓和情绪，他开玩笑地跟

女孩说：“姐姐，你安静一下，我手
有点疼。”女孩才停止挣扎。

这时，一些行人围了过来。
张晨曦怕吓到女孩，暗示大家
走远点并报警。同时，他继续
跟女孩聊天，劝慰她没有过不
去的坎。

几分钟后，在张晨曦耐心地
劝说下，女孩放弃了轻生念头。
在一位路人的帮助下，张晨曦把
女孩拉回安全地带。随后，新邵
快警平台民警赶到，将女孩带走，
张晨曦也悄悄地离开。

新邵一中512班班主任郭双
喜介绍，张晨曦品学兼优，是班里
的班干部，待人热情而且很懂事，
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

高中生温言劝退轻生女孩

邵阳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宁如娟） 5 月 8 日下午，邵阳经
开区（昭阳片区范围）集中征拆
攻坚月重点项目拆迁推进会上，
各重点产业项目拆迁责任人对
拆迁进度逐一汇报与梳理，确保
及时解决拆迁难题，早日完成拆
迁任务。

为推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重点产业项目尽快落地，
5月，邵阳经开区开展“集中征拆
攻坚月”活动，通过部门联动，全
员参与的工作方式，形成人人抓

拆迁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征
拆工作效率，有效破解征拆难题。

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园
区计划利用一个月时间，凝聚园
区各部门力量，充分发挥园区全
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强力推进
重点产业项目征拆工作，确保桑
德集团项目、三一配套产业园项
目、瑞祥盛项目、亚太宝瑞项目
在 5 月中旬完成征拆工作；确保
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慕容家居
项目、亚太宝隆项目等重点项目
5月底完成征拆工作。

邵阳经开区：
“集中攻坚月”推动征拆加速

眼下正是桑葚果成熟的好时节。
新化县科头乡汝溪村村民王丽云开发
的数百亩桑葚园已是硕果累累，如珍珠
玛瑙般的果实，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2015 年 4 月，在外从事桑葚种植的
王丽云回到汝溪村的老家，正式挂牌成
立新化县对江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对
接300余户农户种植桑葚和无花果5200
多亩，今年将帮助 100 多户贫困妇女实
现脱贫，“半边天”在扶贫帮困中实实在
在发挥着作用。

姐妹守望、邻里相助。“户帮户亲帮
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在全省铺开
以来，全省妇联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作
用，号召广大妇女同胞姐妹手拉手，共
创美好新生活。

35万乡村妇联执委成主力军

“在瓜蒌基地工作的妇女们，以前
都是在外地打工赚钱，现在在村里自家
门口上班，不仅能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
子，每人一天还有100元收入！”冷水滩
区普利桥镇鲁头碑村的妇联主席蒋国
莲感慨说道。

鲁头碑村前些年引进永州安悦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流转1000亩土地
搞起了瓜蒌种植。今年，公司在村里投
资建厂，蒋国莲就带领40多名贫困妇女
进厂上班，将瓜蒌籽生产加工成美味的
休闲食品，妇女姐妹们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未来生活也充
满了信心。

村里贫困户洪灿芳患有重病，家中
生活堪忧，蒋国莲安排洪灿芳在加工厂
做些简单手工活，每月有 1500 元的收
入，缓解了她家中不少经济压力。

户帮户亲帮亲，乡村妇联执委是重
要力量。自全省妇联改革以来，全省所
有的村（社区）均成立妇联，每个村（社
区）都有1名主席、2名副主席和12名执
委，据统计，全省 2.3 万多个村、35 万多
名村妇联执委，结对帮扶11万多户贫困
家庭。

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

4月20日，长沙市妇联迎来了香港
金紫荆女企业家协会一行 70 余人。香
港金紫荆女企业家协会携手长沙市女
企业家协会进行战略合作，两地女企业
家就扶贫帮困、企业发展进行了深度的
沟通交流并现场签约。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中，各地妇联组织发挥出独特
优势，为女企业家搭建彰显社会责任的
平台，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在慷慨
捐赠和扶智扶志上尽力。

5月6日上午，长沙县女红产业来料
加工骨干培训班在开慧女红创客空间
正式开班。长沙县北部乡镇如今女红
产业发展势头正兴，实现了农村居家妇
女居家就业，开慧女红文化创客服务中
心创始人刘颂松表示，两年多以来，开
慧女红已让近300位巾帼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实现乡村女性就业梦。

4月25日下午，中国人寿邵阳分公
司向邵阳市900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捐
赠了“湘女关爱保”（升级版）救助公益
保险，累计风险保额达4410万元。自省
妇联倡议为贫困妇女捐赠“湘女关爱
保”以来，截至目前已募集资金200多万
元，中国人寿已向我省11个深度贫困县
2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每人捐赠1份

“湘女关爱保”，使广大贫困妇女有了健

康保障。

姐妹帮帮团温暖贫困户

弘扬扶贫济困、邻里相帮、守望相
助的传统美德，“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
脱贫奔小康”活动还聚集起广大农村妇
女同胞的参与热情。

攸县妇联在全县推广“3+1 姐妹帮
帮团”志愿服务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攸县新市镇丁家垅村 56 岁的贫困
户颜运英，5年前被诊断为尿毒症，丈夫
早逝、女儿患有精神疾病，她只能靠帮
人缝补赚些生活费。随着攸县“3+1姐
妹帮帮团”的成立，帮扶责任落在了邻
居田青花的身上，田青花经常到颜运英
家帮着打扫卫生、松土、清理杂草等。
对于这个距离自己家不到 100 米、经常
过来帮忙的年轻姑娘，颜运英早看成了
亲人。

攸县妇联“3+1姐妹帮帮团”已结对
贫困户 105 户，通过日常照顾、就业帮
扶、卫生清洁、协助生产等方式，重点帮
助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

省妇联在全省开展姐妹手拉手活
动，下拨资金100多万元，在深度贫困县
开展手工、家政、种植养殖等实用技能
培训，提高贫困妇女脱贫增收本领。益
阳市妇联结合“益山益水 美家美户”
行动、浏阳市妇联结合“她力量 家最
美”——美家美妇共建幸福浏阳活动，
发动巾帼志愿者力量，帮助贫困家庭清
洁庭院，共创美好家园。

姐妹手拉手 共创美好新生活

全省妇联组织汇聚“半边天”力量扶贫帮困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符 靓

▲市一中操场上，学生们练习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

邵阳市首届校园武术展示
活动将于5月25日在市区大祥
坪体育馆举行，届时，全市共有
30 所中小学 1500 余名学生代
表参加。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参加
武术展示活动的各中小学校组
织学生积极备战，将武术特色教
育巧妙渗透在阳光体育大课间
活动中。《弟子规操》《段位操》以
及舞龙舞狮表演，将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相见礼、武术、太极等动
作与瑜伽、现代舞动作有机融
合，既有古曲的沉静、澄澈，又有
现代音乐的生机和活力，一张一
弛，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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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祥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
们在练习弟子规操。

（上接1版）
华锐电子、讯源电子竣工投

产；品牌服饰城一期工程建成投
产，二期正抓紧施工，现入驻企业
18 家；发制品产业园内，阳光发
制品一期、元泰发制品、创盛实业
等发制品企业建成投产，美丽来、
鸿福铼发制品标准厂房在建……
去年年底至今，在邵阳经开区湘
商产业园的热情服务下，一大批
企业在园区顺利落地，或开工建
设或投产运营，成为推动邵阳经
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邵阳经开区湘商产业园标准
厂房建设，为我市中小微企业发

展提供了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场
地，对企业做大做强、产业规模发
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蒋晓义
介绍，在原有 100 余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的基础上，邵阳经开区湘
商产业园计划今年再建 50 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让更多企业能够
在此抱团发展。同时，园区将加
快规划建设物流基地，搭建产业
配套信息化平台，同步满足各行
业不同产品的配套需求，从而提
升区域整体产业配套能力，降低
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集聚营造
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间的良好
沟通与合作。

市卫健系统

上下齐心

表彰护理工作先进典型

做好河长制及防汛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