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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9 岁的唐永康失去了父
亲，自此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从小
就扛起家里重担的他，18 岁时响应国
家号召参军入伍，北上首都成为一名
通信兵。

“当时我国内外环境复杂，作为通
信兵，除了要练就超强的岗位本领，还
要有对付特务的极高敏感性。”唐永康
回忆道，“但我一点都不害怕，只想以一
己之力报效国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支援
三线建设。地处湘西南的邵阳因地理位

置较偏，被划入支援城
市之列。1971 年，唐永
康转业分配时，毅然决
然选择回到家乡。当时
他被分配到全国闻名的
国营七〇三厂。 “我
们厂里生产发报机的电
池，军工和民用产品都
有生产。当时厂里电池
的质量居全国前列。”

刚到厂里的时候，
工厂设施十分简陋，许
多工人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唐永康和大伙一
起，利用工作之余自己
动手修建房屋。下班之

后，处处仍是一派热闹欢快的大生产景
象。“当时厂里有不少高干子弟，都愿意放
弃舒适的生活来这里搞建设，我更不能落
后。”

后来，唐永康的工作岗位几经变
动。他曾接待过多位外商来邵采购，也
目睹了邵阳工业企业的发展变迁。一
家人从筒子楼搬进了独立民房，生活环
境越来越好。退休后，唐永康凭借良好
的厨艺基础，开了一个小饭馆。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浪 是 那 海 的 赤 子 ，海 是 那 浪 的 依 托
……”唐永康说，在亲身经历了从建设
新中国到奋进新时代、祖国由弱变强的
历史进程后，真切感受到，正如歌曲《我
和我的祖国》所唱，个人的命运和祖国
的命运紧密相连。

如今，已到古稀之年的唐永康仍不
服老。“我小的时候，看到上了50岁的人
穿着长衫，佝偻着背，老态尽显。现在
我身体很好，生活条件也好，身边的老
人一个个都年轻时髦得很。”

近年关掉小饭馆后，唐永康经常去
老年大学打打太极拳、参加各类活动，
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他说，自己每年都
能外出旅游，物资上应有尽有，“中国人
是真的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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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是海的赤子
海是浪的依托

——“我与新中国共成长”系列报道之五
文图/邵阳日报记者 马娟 申兴刚 实习生 袁鹏

我自从2018年4月底被抽调到市驻
村办，至今已一年有余。全市的贫困村、
非贫困村，仅今年就调研走访了近百个，
其中90%以上是贫困村，有些去了还不
止一次。虽然工作很苦很累，却也常常
被感动着。

有一支市派的扶贫工作队驻扎于洞
口县山门镇山门村。该村处于大山深
处，通往该村的道路一边是随时可能落
石的山崖，一边是深达数十米的山谷。
走在这里，能感到生命的脆弱。走了一
次后，我们办的司机再也不想走这条路
了。而我，从那回来后，就强烈要求驻村
办给每位扶贫工作人员买保险，给他们
及家人一份保障。

当今已是信息化时代，但当我2018
年7月第一次走进隆回县司门前镇杨柳
村时，得知这个地处深山、房屋全部依地
势而建的山村，仍没有电视、手机信号，
也没有网络。

该村的扶贫工作队队员打电话，要
爬上村部的屋顶或到山上去，才能捕捉
到一丝“飘过来”的信号。村里的女支书
对我说，她最大的愿望是村里能通网络，

让过年回家的年轻人能在家看上电视、
用上手机，最后都能留下来。

邵阳县黄荆乡距离邵阳市区只有
22 公里，至今未能脱贫，主要原因是水
资源严重匮乏。因为缺水，当地老百姓
大多外出务工，乡政府的厕所都是旱厕，
乡政府的食堂一年四季吃得最多的菜是
萝卜、白菜和炒鸡蛋……

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我产生身在福中
应知福惜福的感受，那些在扶贫路上的
同行人则常常让我深受感动。

隆回县高平镇三星村是贫困村，有
一个市派工作队，工作队队长、驻村“第
一书记”是一位身材敦实、憨厚朴实的五
十多岁汉子。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
弹”，说起为群众解决问题不被理解反被
辱骂的经历时，这名汉子却当场热泪盈
眶。然而，他并未因一时委屈而懈怠工
作。今年6月，当我再度到三星村时，崭
新的村部建起来了。在村部装修和办公
用品采购上，这位“第一书记”精打细算、
能省则省，为村里节约资金几万元。该
村还办起了春晚，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

新宁县金石镇罗源村有一支省机
场管理集团派驻的扶贫工作队。我今
年5月去时，得知为助力这个偏远山村
脱贫，在扶贫工作队和当地政府的共同
努力下，投入该村的扶贫资金已达上千
万元。工作队队长跟我说起村里的变
化和规划更是喜上眉梢：村里不但搞起
了旅游、种起了蘑菇，还拉通了连接崀
山的道路，在暑假引进了支教队伍，为
孩子们带去希望……在和我们的交流
中，队员们不抱怨生活的艰苦和交通的
不便，只说村里的情况，只想带我看看
村里的变化。

在扶贫路上，太多让我感动的人和
事，支撑着我不惧风雨、不畏困苦砥砺前
行，我也将一如既往地坚定行走在扶贫
路上。

（作者系市工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市驻村办综合组组员）

扶贫路上，艰辛与感动相随
肖朝晖

10月28日，走进新邵县小塘镇石
脚村，只见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村级
活动中心焕然一新，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村里环境越来越
好，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谈起
石脚村近年来的变化，村民无不拍手
称赞。

石脚村共有村民 375 户 1636 人，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2户372人。在新
邵县民政局的驻村帮扶下，该村深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定了环境
卫生整治村规，建立了垃圾中转站，推
行“门前三包”，让村里的环境卫生大
变样。同时，该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打造了多个农业生产基地和专业合作
社，形成了以生猪、牛羊养殖及紫玉淮
山、双季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链，村
集体收入大幅增加，去年整村退出了
贫困村序列。

为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
帮扶”，让村里的贫困户多渠道增加收
入，驻村工作队根据贫困户意愿和实
际情况，为每户量身定制增收措施。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各项农业生产补
助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户通过辛勤劳
动发家致富。”新邵县民政局驻石脚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勇介
绍道。

45岁的孙永粮身体患有疾病，妻子也卧病在床，还有孩
子需要抚养，家庭经济困难。帮扶队员了解情况后，积极帮助
孙永粮发展养牛，送他到省里的农校免费学习养殖技术，还帮
他解决了场地的问题。由于缺少资金，孙永粮的养殖基地建
设进度缓慢，帮扶队员又帮他申请了20多万元的小额贷款，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我现在的养殖基地牛存栏100多头，不愁销路，除去各
项成本，一年能增收十多万元。”孙永粮喜滋滋地说，“得到了
政府的帮助，家里的生活有了盼头。贫困是暂时的，只要踏踏
实实去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2018年，该村与新邵紫玉淮山公司签订重点产业委托帮
扶协议，贫困户人均入股返本分红536元；光伏发电项目并网
发电，村级集体收入1万元；实行“雨露计划”，帮助82名贫寒
学子完成学业，实现全村适龄儿童无失学、辍学现象发生……
在石脚村，一笔笔民生账单彰显扶贫温度，一个个温情故事折
射村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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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光宇 通讯员 黄文莉 向
微） 10月28日，绥宁县人民
检察院出台三条措施，进一步
保障该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经费，推动扫黑除恶工作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绥宁县人民检察院始
终把开展扫黑除恶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强力推进。一年多
来，该院在不枉不纵的基础
上，依法重拳打击各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为全县形成扫黑
除恶高压态势源源不断输送
检察力量，一批作恶
多端的黑恶分子被绳
之以法，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进一步提升。据统计，今年
以来，“五一”小长假、暑假、国
庆长假等重要时间节点该县
游客均创历史新高。

“一篙松劲退千寻。”为
巩固前一阶段扫黑除恶成
果，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常态
化，绥宁县人民检察院着力
建立健全扫黑除恶长效机
制，坚持边办案边总结，边积
累边创新，深入研究扫黑除
恶工作新形势，积极探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其它工作
的结合点，做到长效常治，努
力推进“平安绥宁”建设。

绥宁县扫黑除恶不松劲连日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坚持立足
岗位实际，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聚焦“四
个服务”，抓实整改措施，着力把“担当作
为”融入到机关事务的各项管理、保障和
服务工作中。

着力服务发展大局。该局在推进办
公用房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突出“优
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围绕化解政府
性债务，局机关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牵头
负责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处置
工作，积极盘活闲置办公用房和门面。
目前已对部分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
办公房产开展了清查核实、造册登记工
作，计划分三批处置盘活16家市直行政
事业单位的32处闲置办公房产，预期收

益16676.6万元。
着力服务机关单位。针对本轮机构

改革中部分机关单位的办公用房困难问
题，该局积极做好办公用房调配工作，先
后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审批服务
局、法制办、仲裁委、电子政务办等40多
家单位调配办公用房，确保了各涉改单
位的基本需求。

着力服务干部职工。针对我市党
政机关职工中餐标准较低且不平衡的
问题，该局组织人员专门到省直机关
了解情况，并到兄弟市州调研，拿出

《调整市直机关干部职工中餐标准的
方案》，并联合市财政局向市政府作了
专题汇报，预计本月底可出台相关的
实施办法。此外，该局还加快推进市

行政中心干部职工食堂建设，切实为
已入驻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干部职工提供好
后勤保障服务。

着力服务基层群众。该局积极开展
驻村扶贫工作和社区联点工作。其中，
在联点帮扶的和平村硬化道路2.5公里，
帮助村民发展产业，解决了贫困村的一
系列难点问题；对联系的向阳街社区，组
织党员干部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积
极帮助居民安装路灯、清理水沟，着力解
决一批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聚焦“四个服务”抓实整改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刘启军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贺旭艳） 10 月 28 日，刘凌
宇委员工作室协同邵阳市心
理学会，在邵阳监狱进行警
察心理咨询技能培训。邵阳
监狱基层管教警察、机关改
造线警察以及部分心理咨询
爱好者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
体验式学习。

“警察做好罪犯的心理
咨询工作，不仅可帮助罪犯
解决心理问题，提升罪犯教
育改造质量，更重要的目的
是帮助罪犯重塑健全人格，
树立信心重新融入社会。”邵
阳监狱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培训旨在加强邵阳监狱心
理咨询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进一步提升警察心理咨询师
的专业技能，从而充分发挥

心理学技术在维护监狱稳定
和教育改造罪犯中的作用，
有效开展教育转化和心理矫
治工作。

当天上午，市政协委员
刘凌宇进行了监狱警察心
理 咨 询 实 操 技 能 专 项 培
训。她用一个个生动的案
例，阐述心理咨询参与性技
术和影响性技术在心理咨
询实操过程中的灵活运用，
并通过一个个贴近警察生
活的小活动，训练警察的共
情、倾听、察言观色等心理
咨询基本功。下午，市心理
学会秘书长易慧茗进行“绘
画读心术——看画识人”专
项培训，参培人员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学习新技能，受
益匪浅。

委员工作室送课进“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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