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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陈罡） 6 月 27 日，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周迎春来到城步苗
族自治县调研指导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周迎春强调，要高
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打
造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的基层文化阵地，高质量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
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落
地落细。

周迎春一行先后来到儒
林镇清溪村、西河书院、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地察
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详细
了解乡风文明、公共文化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情
况。周迎春指出，要不满足于
现状，对照差距，按照村级公
共文化平台建设“七个一”标
准，完成一个文化活动广场、

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
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
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
材的建设目标，打造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的惠民工程。

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周迎春肯定了城步前期所
做的工作。她强调，要进一步突
出工作重点，围绕有机构、有队
伍、有阵地、有平台、有制度、有
方案、有活动、有保障、有成效
的“九有”要求，创造性开展工
作；要整合资源，统筹社会各界
和部门力量，利用好平台，打通
城乡、部门之间的工作渠道，形
成强大合力；要建立健全常态
化长效机制，注重实践成效，通
过引领、组织、教育、服务，号召
全民参与公益服务，让志愿者
服务逐步走向组织化、规范化，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全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落地落细
周迎春到城步调研指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刘运喜 余晓冬） 6月
28日上午，由市政府和邵阳学
院共同主办的首届邵阳学院
服务邵阳产业发展科技合作
项目对接会在邵阳学院举行。
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食品
与化学工程学院等 10 个学院
分别与邵东县人民政府、湖南
富民乐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等25家企业、单位签订了合
作协议。副市长李华和，邵阳
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彭希林
出席会议。

近年来，邵阳学院秉承
“扎根邵阳、融入邵阳、服务
邵阳”的办学理念，积极探索
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产学
研合作，先后与湘窖酒业、华
立竹木等企业合作，共建了 7

个产业学院，助力邵阳经济社
会发展。

李华和指出，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关键环节。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与科研
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全市各中
小企业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提高对创新驱动发展
的认识，主动对接高校、不断
深化合作、联合开展攻关，促
进企业不断发展升级；邵阳学
院要紧紧围绕市委“二中心一
枢纽”战略，以服务地方需求
为导向，以科技合作项目为载
体，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协同
破解重大技术难题，提高成果
转化应用水平，助力邵阳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推动邵阳学院服务邵阳产业发展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6 月 28 日，我市召开国家卫生
城市管理工作调度会，副市长
蒋志刚在会上强调，各单位要
扎实做好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管
理工作，全力打好国家卫生城
市复查攻坚战，确保顺利通过
明年“国卫”复查验收。

会议听取了市国卫办、双
清区、大祥区、北塔区、邵阳经
开区关于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工
作的情况汇报，解读了《邵阳市
国家卫生城市管理暂行办法》，
部署了下阶段我市创建全国园
林城市的工作任务。

蒋志刚指出，各单位要统
一思想，明确任务，迅速行动起

来，及时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
细化工作方案，制定时间表、施
工图，确保各“国卫”复查工作
环节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媒
体的宣传主阵地作用，充分发
挥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监
督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群团组
织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聚合
带动效应，形成人人关心、人人
动手的良好氛围；要实行一月
一通报，一月一考评，严格奖惩
制度，做到奖惩分明，并加强督
查督办力度，有针对性开展督
查，对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
位、消极应对、相互推诿、影响
整体进度和效果的单位个人，
严肃追究责任。

全力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查攻坚战

连日来，因右膝滑膜皱襞综合征在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小范，感
受着“红心林”大家庭的关心，积极应对
着人生的又一场风雨。小范和弟弟从小
失去父亲，与眼睛几近失明的残疾母亲
相依为命，平常靠低保与亲朋接济艰难
度日。这次住院需要手术医疗费用近 2
万元，除去医保报销和医疗救助，需自负
40%。与她结对帮扶的“红心林”志愿者
在群里发起募捐，并于6月25日前往医
院看望，为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今年6月获评全省先进社会组织的市
“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成立于2014
年。5年来，他们不改初心、坚持不懈地以帮
扶困境群体为己任，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
标，组织和发动广大志愿者开展“助少”志
愿服务活动，帮扶了一个又一个像小范这
样陷入困境的青少年儿童。据不完全统计，
5年来，“红心林”志愿者共结对帮助170多
名困境儿童，其中品学兼优的孩子达70%
以上。现在已有40多人走向社会，其中20
多人考上职业高中，3人考上了大学。

随着志愿服务经验不断累积，影响
不断扩大，该组织团结了一批日趋成熟
的志愿者，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助少”模
式。他们成立“助少”项目工作组，由志愿
者肖明担任助少专员，下设7个大组，每
组有组长、副组长。100多名志愿者和困
境儿童进行结对帮扶，通过组织儿童参
加团体活动，课外学习辅导、团建小组、
假期活动、文艺联欢等多种形式，为困境
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

在壮大志愿者队伍的同时，市“红心
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积极争取社会各

界参与和爱心企业家的捐赠，为困境儿
童递送温暖、“输血”解困。5年来通过各
种途径募捐资金50多万元，帮助100多
名困境儿童解决学习、家庭经济上的突
出困难。同时为困境儿童募捐棉被 100
床和衣服、书包等物资。今年6月，湖南
顺德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一次出资 5 万
元，为“红心林”结对的100名困境儿童
兑现了“微心愿”。

除了结对帮扶困境儿童，市“红心
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还将关怀的触角
伸向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农村留守
儿童素质教育等方面。该联合会与双清
区文明办、区教育局等单位合作启动的

“心航”学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项
目，今年已组织 20 多名“红心林”志愿

者、专业心理咨询师先后到39所中小学
开展心理健康公益讲座。2016年至2018
年，该联合会实施的“红心林”快乐教学
乡村行志愿服务项目，给大祥区、双清区
共16所农村学校带去了体育、表演、音
乐、绘画、趣味英语、团体心理辅导等素
质教育课程，广受社会好评。今年他们承
办了市创文办、市教育局主办的“2019
年邵阳市乡村教育振兴志愿服务项目”，
于6月24日在大祥区渡头桥中心完小再
次启动“快乐教育乡村行”活动，为农村
儿童快乐健康成长提供助力。

“红心”成林 佑护童年
——市“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助少之路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邓集义 何宣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张 雪 珊
周志斌 刘恩权）“ 牢 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
诲，立志向，有梦想，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6月
24日下午，双清区文明办、
区教育局等单位在华竹小
学组织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该校300多
名学生共同宣誓，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

从今年3月起，双清区
组织全区中小学推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
是在爱党爱国、孝老爱亲、
助人为乐、热心公益、勤学
善思、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等
方面表现突出，充满时代气
息，事迹感人的青少年先进
典型。通过层层选拔，评选
出王薏珺、刘铁山、张瑞芊、
张芷洁、朱蕙晗等5位新时
代好少年。活动现场，以视
频、现场讲解等方式，对5位
新时代好少年蓬勃向上的
风采进行展示，为广大未成
年人树立可亲可敬可学的
榜样。5位新时代好少年用
他们最真挚的话语，感染、
感动在场的学生以及老师。

为开展好宣传活动，
更好地起到示范引领作

用，该区将把“新时代好少
年”纳入公益广告整体宣
传，通过校园广播、校园文
化墙等学校阵地和社区宣
传栏、户外大屏、公交站台
等公共场所广泛展示。

同时，该区还将积极
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中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发布
活动，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点赞留言活动；
组织未成年人
开展志愿服务、
亲情关爱、环境

保护、劳动锻炼等社会实
践活动，参加红色旅游、

“我们的节日”、国情调研
等主题教育活动，参与科
创比赛、小课题研究、兴趣
小组等学习研究和文化体
育活动，在具体生动的实
践中向先进典型学习，向
身边榜样看齐，让更多的
未成年人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双清区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邵 阳 日 报 讯
（记者 伍洁） 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注重家庭、
注 重 家 教 、注 重 家
风”重要讲话精神和
推动家校互动共育
活动的开展，6 月 25
日，市创文办主办、
市教练型企业家联
合会承办的“邵阳市
智慧父母大讲堂”家
庭教育专题公益讲
座，吸引市区 300 多
名家长前来听课。

活 动 主 办 方 邀
请邵阳市哈博教育
集团总裁雷碧容以

《做自己的老师》为题进行授课，
讲座以贴近学生实际，聚焦家长
所关心的难题，通过互动、角色体
验等形式，引起广大家长的共鸣。
讲座中，雷碧容向家长们讲述了
家庭教育的意义和家庭教育的方
法，指导家长如何培养孩子养成
良好习惯，为家长解除困惑，走出
家庭教育的误区。

举办此次“邵阳市智慧父母大
讲堂”家庭教育专题公益讲座，旨
在有效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
视程度，帮助广大家长树立科学的
教育观念，提升家校共育合力，为
学生健康成长和家校共育架起沟
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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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刘波
通讯员 张雪珊 许丽慧 阳琴） 6 月 26
日、27 日，北塔区和双清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两区掀
开了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工作的崭新
篇章。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是新
时代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

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用后，
将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
成风化俗，努力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打造成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综合平台，建
设成“传播思想、实践文明、成就梦想”的

文明建设阵地。同时，将全面完善文明
实践服务社、文明实践服务所和村（社
区）的文明实践站建设，构建区、乡（街
道）、村（社区）三级文明实践服务网络。
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积极探索创新
文明实践内容，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
的文化活动，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关心关
爱弱势群体等活动。

北塔双清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用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实习生 曾萍） 6 月 27 日上
午，市政协委派的民主监督小
组正式进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展开为期一年的民主监督。
市政协党组成员李放文、市政
协副主席徐桂阳出席动员会。

李放文在讲话中强调，民
主监督是政协的重要职能，要
将民主监督寓于服务之中，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各项
工作相结合，在监督中服务和
推动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事
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人就
该局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作出
了积极表态。

政协此次民主监督将紧紧
围绕市委“二中心一枢纽”战略
部署，重点监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
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对
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的贯彻
执行情况，履行职能、完成任务、
兑现社会承诺的情况，公正执
法、依法行政、优化发展环境、服
务实体产业发展的执行情况，
机构改革、闲置土地处置、超期
安置、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等工作的开展情况，单位及其
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政勤政、
优质服务情况，对市政协建议
案、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意见
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等。

发挥民主监督职能 推动事业稳步发展
市政协民主监督小组进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孩子们快乐展示绘画作品。

“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获颁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