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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两口子帮我们家调和，
现在我和婆婆误会解开了，老公对我也
更体贴了，感谢你们。”7月19日上午，庞
艳夫妇这对社区“和事佬”接到邻居向
某打来的感谢电话。家住北塔区状元
洲街道资枣社区的庞艳家庭，夫妻二人
都是80后，虽然年纪不大，却带领全家
一起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文明新风、倡
导移风易俗，用实际行动诠释最美家庭
内涵。

夫妻相依 忠孝两全好家风

“忠、孝、勤、俭”是庞艳家庭一直遵
循的家训。庞艳的外公是一名老红军
战士，平常老人对儿孙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只能为党争光，不能给党抹
黑”。丈夫曾伟和妻子庞艳都是北塔区
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始终铭记长辈教
诲，爱岗敬业。父母体贴夫妻两人压力
大，主动承担起白天照顾孙子孙女的责
任；小夫妻同样体贴父母的辛劳，无论
工作多忙多累，回到家总要抽时间陪孩
子玩耍、与父母聊天，偶尔还利用节假
日或者周末带着父母和孩子外出旅游，
让父母老有所乐。

2018 年 4 月的一天下午，庞艳爷爷
突然腹痛不止。庞艳夫妻闻讯第一时
间将爷爷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发现老
人腹壁出现大面积破损，病情危急。庞
艳夫妻主动承担照顾爷爷的重任，一方
面轮流对爷爷进行看护，陪爷爷检查、
为老人送饭、陪老人聊天；另一方面积

极与家中其他长辈联系，共同商讨病
情。出院时，医护人员和病友都夸赞爷
爷有对孝顺的孙儿孙媳。在夫妻两人
的带动下，家中弟弟妹妹也都非常孝敬
老人。

破除陋习 拒绝铺张浪费风

按照当时家乡结婚的“规矩”，8 万
元的彩礼、城里一套房、一台车是标
配。但是，庞艳摒弃结婚重聘礼的落后
习气，结婚时她没有向婆家索要半分礼
金，喜事简办，夫妻俩都坚信“好日子是
两个人过出来的，不是彩礼钱给出来
的。”

2018年“十一”假期，恰逢庞艳外公
90 岁生日，夫妻俩拒绝陋习，不大操大
办，带领全家老小共11人一起到长沙、
韶山进行红色旅游，让陪伴成为最好的
关爱。

夫妻两人也是社区有名的“和事
佬”，每当邻里出现家庭矛盾需要调解
时，他们就会主动前往沟通做工作。去
年6月，庞艳为同社区的李某与待嫁的
张某牵线搭桥，女方父母提出高额彩
礼，庞艳在说媒的同时，又当起了移风
易俗的“宣传员”，积极推广时尚节俭、
温馨简朴的婚礼，最后促成了一对美好
姻缘。别人问起这个“和事佬”好不好
当时，曾伟总是笑着回答道：“我们身边
的这些矛盾纠纷大部分是生活中一些
琐事，其实并不难调和，难的是要改变
一些旧观念、旧习俗，这就需要我们多

点耐心，多上门讲讲才行了。”

热心宣讲 传播健康文明风

移风易俗，表面上是改变行为习
惯，但最难的其实是改变价值观。在北
塔区宣传部工作的丈夫曾伟充分发挥
新闻工作者优势，挖掘身边的文明榜样
和移风易俗的优秀事例，传播社会正能
量，讲好文明故事，连续8年被评为北塔
区优秀新闻工作者。妻子庞艳积极融
入移风易俗的宣传队伍，2014 年以来，
她连续担任北塔区法制副校长，把好家
风、好社风搬进课堂，为社区居民和学
校学生上课30余堂；利用“村村响”向田
间劳作的村民宣讲法律30余次，受益群
众2000余人。近年来，庞艳还应邀主持
并参加文艺巡演 20 余场，义务宣讲 12
场，把文明新风的宣传工作做到群众的
家门口。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庞艳家
庭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的一员，是一
群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却努力让自
己在移风易俗行动中成为一盏灯、一面
旗，夫妻俩在倡导文明新风中发挥着大
大的作用和能量，引导身边人见贤思
齐、向善向上。2018年12月，庞艳家庭
获评邵阳市“最美平安家庭”；2019 年
4月，获评湖南省“最美家庭”。

传播健康文明新风
——记湖南省“最美家庭”庞艳家庭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

云 实习生 徐 纯 娇 通讯
员 伍德森） 8 月 12 日下午，
市卫健委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祖国颂”大合唱比赛
在市委礼堂举行，我市 10 个医
疗卫生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加
比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
春出席。

本次比赛10支代表队共带
来 20 首参赛曲目，每支参赛队
伍演唱作品2首，采取现场钢琴
伴奏的形式进行。全市广大卫
健系统干部职工齐聚一堂，847
名医务工作者以昂扬振奋的精
神，满怀激情地讴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展现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广
大干部职工崇高的爱国情怀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各比赛单位合唱表演形式
多样，有的以悠扬的歌声作引
领，有的伴随优美的舞蹈，有的
则以独特的服装风格配合情境
表演……精彩纷呈的表演获得
了全场阵阵掌声。最后，邵阳
市中心医院、邵阳市脑科医院
以 9.77 的高分并列获得一等
奖，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邵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获得二等
奖，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邵
阳市中医医院、邵阳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获得三等奖，邵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邵阳市妇
幼保健院、邵阳市中心血站获
得优胜奖。

讴歌新中国 展现新风貌
市卫健系统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大合唱比赛 周迎春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
员 李 菁 卿海波） 8月12日，在新
邵县城区主要路段和繁华路口，涌动着
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头戴“小红帽”、身
穿“红马甲”，对过往市民进行“创国卫、
创省文”知识宣传和文明劝导。这是该
县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携手创建”志愿
服务周活动展示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为推进国家卫生县城和省级文明县
城创建，更好地引导广大市民和志愿者
积极参与创建工作，营造浓厚的创建氛
围，从 8 月 12 日开始，该县组织开展以

“文明实践·携手创建”为主题的文明志
愿服务周活动。县直各单位及部分社会
组织的志愿服务队员纷纷走上街头，到

各自分管的地段联点社区，积极参与文
明行为劝导、净化社区环境的行动，引导
市民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打造干
净有序的县城环境。

活动中，志愿者们顶烈日、冒酷暑，
有的在交通路口劝导行人过马路走斑马
线，遵守信号灯，不乱穿马路，不跨越护
栏；有的友善耐心地解答路人问询；有的
劝导驾乘摩托车人员戴头盔；有的协助
交管部门维护交通秩序，引导乘客文明
排队、有序乘车。

针对社区的“卫生死角”，新邵县直
各单位、城关镇及新邵经开区组织志愿
者对小区卫生进行全面清理，清除陈年
垃圾；对绿化植被进行修剪养护，劝导

住户有序停放车辆，对露天经营现象及
时劝离。志愿者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不怕脏、不怕累，以实际行动助力社
区创卫创文工作，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
致好评。

据了解，新邵县此次“文明实践·携
手创建”志愿服务周活动期间，县直各单
位及部分社会组织每天安排志愿者从上
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在县
城区主要交通路口、人群集中的重要路
段、各重点公交站点进行文明劝导活动。

文明实践 携手创建
新邵县开展文明志愿服务周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
宇）“以前河里有鱼捕，既改善了
生活，也是村民的乐事。现在生活
好了，群众强烈要求修复河里的生
态。为此，我村自筹资金5万元，
购买10万尾鱼苗放生，让子孙们
也能看到鱼儿在河里跳跃的画
面。”8月11日，绥宁县人大代表、
寨市苗族侗族乡岩塘村党支部书
记杨映良在该村鱼苗放生现场说。

莳竹河是绥宁的母亲河，如
一条玉带流经该村，河道长达
12 公里。多年来村民们“靠水
吃水”，经常下河捕鱼，尤其有些
人麻鱼、网鱼，导致生态环境恶
化。“以前在河里，用手都可摸到
鱼。但经过多年的捕捞后，河里
的鱼越来越少了。”村民杨华义
说。农村进入新时代，如何实现
乡村振兴？该村干部在向村民
问计走访中，村民们都有一
个同样的建议，那就是坚决
不能让子孙后代在河里看不
到鱼。怎么办？“有村民就提

出来，大家能不能购买一些鱼苗
放到莳竹河里去，同时把河管起
来。”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多数村
民的支持，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向
河里放生的行动。该村村委会
主任姜晓介绍。

8月11日一早，装载着10万
尾鱼苗的大货车抵达岩塘村，分
三个点进行投放，现场还有大批
村民协助投放鱼苗。据介绍，这
批鱼苗包括鲤鱼、鲫鱼、草鱼、青
鱼等多个品种。该村成立河道
管理委员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
河道管理，禁止向河道倒垃圾。
同时，给全村各家各户发放河道
养鱼管理通告，宣布从8月10日
起全面禁渔两年。专家表示，放
流的这些鱼苗，两年后可让莳竹
河岩塘村段的生态环境发生显
著改善。

岩塘村投放10万尾鱼苗修复莳竹河
生态，只为让儿孙——

看鱼儿在河里跳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
幸 实习生 闵苗苗） 8 月 9
日下午，在邵阳监狱警示教育室
里，满坐着 90 名新化籍服刑人
员，邵阳监狱与新化县司法局联
合举办的“欢迎你早日回家”主
题帮教活动正在此进行。新化
县司法局、新化县社会帮扶志愿
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以及 3 名刑
释人员创业典型，与服刑人员面
对面、心贴心开展帮教。

近年来，邵阳监狱始终牢记
安全底线，践行改造宗旨，与新
化县司法局、涟源市司法局建立
了良好的联系机制，共计开展帮
扶活动6次，激发服刑人员积极
改造的动力。活动现场，90 名
新化籍服刑人员认真观看了新

化县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以
及数名刑释人员创业成功、关
爱老人的视频，3名刑释人员创
业典型通过讲述自己曾经与现
在的对比，积极教育和感化服
刑人员要努力改造，遵守监规
纪律，学习法律、文化知识和劳
动技能。

当天下午，在邵阳监狱的组
织下，新化县社会帮扶志愿者协
会与部分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
人员达成了就业意向，并与 20
多名有家庭困难且有子女就学
的服刑人员达成了帮扶意向。
此次活动还特邀 4 名新化籍服
刑人员家属进监与服刑人员面
对面开展亲情帮教，以勉励服刑
人员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新生。

邵阳监狱开展监地联合帮教活动

8月11日，村民在邵东九龙岭镇白鹤村胜军农业专业合作社生态科技养蛙基地给青蛙投食。该合作社去年5月成
立，投资260万元，13户贫困户以土地入股，主要从事种植和养殖。今年合作社的160余亩稻田养殖青蛙喜获丰收。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实习生 夏晚婷 摄影报道

村民正在放流鱼苗村民正在放流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