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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日，作为派驻邵阳县
的驻村扶贫干部中唯一的女扶贫队
长，我来到邵阳县下花桥镇双江村，开
始了驻村帮扶工作。

双江村是一个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经济发展落后、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差的
典型贫困村。我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村里的生活条件还是超出了我的想
象，刚开始还没法适应环境与工作的转
变，但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我及时自
我调整，加强与华融湘江银行派驻的扶
贫人员的协作，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扎实
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我和扶贫工作队员
深入村内所有贫困户家，详细询问家庭
人口情况，并对致贫原因、收入支出、产
业发展等情况逐一核实登记，对全村贫
困户进行不遗漏的准确甄别。

在双江村，我们认识了贫困户刘水
生。年近六旬的他因肢体一级残疾已经
卧床十余年了，生活只能由妻子照料。
有时候刘水生想要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只能由他妻子喊上我们扶贫工作队员
搭把手，一起背着、抱着，将他挪到屋外
过道的小竹床上。他的妻子无奈地叹
道，自己年纪大了，照顾人也很吃力了。

“他们有一台轮椅的话，会不会就
方便多了呢？”队员的一句话提醒了
我，我在心里暗暗决定帮助他们解决
这个困难。

通过四处打听，我得知县里确实
有关于此类贫困户的相关政策。我了
解到可申请的轮椅分为手动和电动两
种，其中电动轮椅是十分稀缺的，每年
邵阳县都只有数个指标。

我想到，刘水生的双手已变形蜷
曲，只有右手还能使点力，这样看来必
须是电动轮椅才行。为了这事，我多次
跑县里、跑市里，积极联系残联等部
门，上报真实情况。

在市残联的大力相助下，“爱心轮
椅”被送入刘水生家中。经过一番安
装、调试后，当刘水生被大家一起扶上
轮椅的那一刻，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脸上露出了笑容。刘水生的妻子抹了
抹眼里的泪花，激动地说：感谢驻村帮
扶工作队解决了大问题！

之后，我们再去刘水生家中，大家
有说有笑，融洽得像一家人。

每年的秋收季节，村民们总为“丰
产难丰收”而烦恼。“唉，这么好的农产品
卖不出去，白白烂在地里，这，这多可惜
啊……”村中多位贫困户急得直叹息。

我想着，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交
际圈帮村民们开拓销售渠道？于是，我
通过朋友圈、微信群，发动朋友与公司
同事从贫困户手中购买玉米、辣椒、西
瓜、南瓜数千公斤，并建立了长期的农

产品供销渠道，以包销的形式为他们
排忧解难，让爱心消费助力精准扶贫。

在村中待久了，我发现村内的娱乐
活动几乎没有，便决定在村里组建一支
舞蹈队。说办就办，我向公司申请来一套
音响设备后，动员村里一些活跃的姐妹
们来跳舞。但光拉人可不行，自己也得起
带头作用。每天晚上只要天气允许，我便
拉着她们一起跳，一起练。在重阳节的文
艺演出中，大家一起为老人们献舞，这也
是舞蹈队第一次登台演出。不仅队员们
跳得开心，老人们看得也欣喜。

我们还向市、县相关部门争取了
一套户外健身器材，用以丰富村民文
体生活；为解决村里垃圾大量堆积的
问题，我向作为扶贫后盾单位的邵阳
路桥“求援”，向双江村捐赠了一辆价
值7万多元的垃圾清运车；村民们反映

会议室存在夏季闷热、冬季湿冷的问
题，我又向邵阳路桥申请了两台柜式
空调安装到了村部会议室，村民高兴
地对我们说：“你们办的这一件件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事，我们都记在心里。”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
功，非一春之暖。在扶贫路上，也有诗
和远方，我将安心扎根，以更多的爱心
和更务实的作风去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帮助双江村这个“第二故乡”坚决
完成脱贫摘帽任务，帮助村中“亲人
们”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作者系邵阳路桥驻邵阳县下花
桥镇双江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此 心 安 处 是 吾 乡
曾华军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许丽慧 邓佳 谭婷婷）
1月6日，由北塔区慈善总会、区
教育工会主办的北塔区“暖冬·
2020”尊老助学公益慈善活动在
新贵都玫瑰园举行。伴着冬日暖
阳，爱心人士和企业共同传递爱
心，在寒冷的冬日里携手共创和
谐幸福家园。

据悉，新贵都玫瑰园作为邵
阳本土企业，对茶元头敬老院的

爱心捐助已经持续多年。当天，
该企业的员工代表继续到茶元
头敬老院献爱心，为老人们送去
了大米、食用油等物资，还给每
位老人发放慰问红包。

本次公益活动还增加了爱心
助学环节，为北塔区5所学校送去
乒乓球、篮球、足球等体育用品。

冬日有暖阳 世上有关爱

新年伊始，市委党校积极开展植树活动，为校园增添新绿，
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图为1月8日，该校组
织干部职工在校园内开展植树活动。据悉，
2016年至今，该校已投入15万余元，对校园进
行美化、绿化，校园绿化率达70%。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杨蕾 摄影报道

为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找到销售渠道后，曾华军（右）协助打包作业。

曾华军（右）与坐在电动轮椅上的刘水生交谈。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1月10日，邵阳经开区召开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推进会暨生
态廊道工程建设部署会。

近年来，邵阳经开区紧
紧围绕“让森林走进城市，让
城市拥抱森林”这一主题，始
终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为
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
祉的有力抓手，加大对高速
公路、国省干线铁路、江河两
岸沿线第一层可视范围裸露
山地的补植补造力度，打造
生态廊道景观。同时，积极推
进全民义务植树及“四边五
年”绿色行动。去年以来，该

区联合园区企业、辖区内村
民等参与义务植树活动，植
树5000株。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强化责任，按照国家森林
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坚持

“规划见绿、见缝插绿、协力
植绿”的原则，强力加快城区
绿化攻坚；要调整绿化思路，
补齐乡村绿化短板，重点抓
好生态廊道、生态宜居、生态
保护等三大工程；要广泛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迅速
营造创森宣传浓厚氛围，确
保打赢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攻
坚战。

三大生态工程为经开区“披绿”

“幸亏供电所给我提供了发
电机，让我保住了2000头猪，避
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 月 7
日，邵阳县岩口镇种养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罗利群说。

6 日凌晨 5 时左右，罗利群
的养猪场突然停电了，根据以
往的经验，他认为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电。然而，直到早上 8
时，养猪场依然处于停电状态，
罗利群不由地心慌了起来。他
立刻打电话给邵阳县长阳铺供
电所询问供电情况。该供电所
的值班人员告诉他，线路运行
正常，可能是养猪场的电气设
备出现了故障。

罗利群赶忙去检查猪场
400 伏低压线路，一路巡视过
去，果然发现两处断线。这可急
坏了他，停电将导致养猪场无法
正常加工饲料、抽水，猪没有水
喝、没有饲料可喂，再加上晚上

气温偏低，猪场里的 2000 多头
价格昂贵的品种待产母猪和仔
猪会感冒，后果严重。

“严所长，能不能帮忙派工
作人员来帮我紧急维修恢复供
电？”眼看着保育室内的温度一
点一点下降，罗利群焦急万分，
急忙向供电所求援。

“别急，我们来想办法，先采
取临时措施帮你供电！”长阳铺
供电所所长严格资接到电话后，
一边安慰罗利群，一边召集供电
所的 6 名党员服务队队员赶往
养猪场。

到达养猪场后，党员服务队
兵分两路，一队人员抢修线路故
障，尽快恢复供电；另一队人员
调来了一台40千瓦柴油发电机，
保障猪场保温设备正常运行。

中午时分，完成了养猪场
故障线路维修，猪场恢复了正
常供电。

养猪场线路故障致停电，2000多头待产母猪

和仔猪面临风险，长阳铺供电所紧急抢修

养殖户避免巨大损失
通讯员 刘元辉 莫梦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尹建新 邱松龄） 1月12日，洞口县公
路管理局组织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
对 S248 线洞口县城至毓兰镇路段更新
安装钢护栏，全面打造“畅洁舒美安”公
路通行环境。该局以集中整治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安全管
控机制、提升精细管养能力、完善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设施、筑牢安全网络，以超常
之力、非常之为打好打赢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歼灭战。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被该县
公路局列为“一号工作”。该局对此项工
作全覆盖、全动员的状态，是洞口县整体
推动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该县从2019
年11月起，就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任组长的全县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紧紧抓住“人、
车、路、企、政”五个关键问题，对应职责，
制定措施，明确时限，实施“一单四制”，
在全县全面铺开整治行动。

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关键，由县
发改局、县教育局等部门负责，集中整治
野蛮驾驶、不文明驾驶等行为。该县借鉴

金融失信人员惩戒机制，出台针对严重
交通失信人员的制约措施，实施电动自
行车牌照管理，严查电动车违法载人、逆
行、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同时，将驾车
时使用手机、机动车占用右转道直行等
违法行为纳入非现场执法范围；整治客
运大巴乘客不系安全带、超载等行为。

严格管控“车”这个动态因素，由县
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负责，集中整治

“两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等风险；严把
高速公路入口关，限行时段禁止客运、危
化品车驶入；集中整治农村班线客车超
员现象；集中整治变型拖拉机逾期未检
验、未报废、无牌无证等问题；严厉打击
货车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严厉打击“营转
非”大客车、农村面包车、商务车、电动自
行车、摩托车非法营运行为。

养护管控“路”这个安全纽带，由县
应急管理局、县商务局等部门负责，采取
雷霆手段开展“马路市场”专项整治；对
全县国省道公路、城市内道路的桥梁、隧
道开展排查，整治事故多发路段的高风
险隐患点；对国省道、县乡道公路开展排
查，增补交通指示、警示标志，强化安防

设施建设，整治道路设计、施工缺陷和道
路管理维护薄弱环节。

督促落实“企”的主体责任，强化源头
管控，由各乡镇政府、县住建局、县交通运
输局等负责，督促煤炭、钢材、水泥、混凝
土等货物装载地以及物流园区、货运站
场、港口码头的规模化经营者按规定完成
视频监控、出厂称重检测等技防设施建
设；严管建筑施工单位，对租赁、使用无牌
无证、非法改拼装等车辆出入建筑施工工
地的，一律追究施工单位责任；督促“两客
一危”企业对车辆安装主动安全防范终
端，建设完善车辆安全智能监管平台。

完善健全“政”管的长效机制，切实
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
任。该县将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大
数据平台应用，打破部门局限，整合共享
信息资源，逐步实现精准化、精细化管
理；积极探索运用社会信用管理手段，逐
步实现公民违法联动惩戒措施；建立常
态化督查机制，将督查结果纳入对各乡
镇和县直单位的绩效评估范围，以制度
落实责任，以考核推动工作，确保整治效
果长效向好。

洞口：围绕五大关键 整治顽瘴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