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审稿：黄仁发 责编：周金林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0年5月17日 星期日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熊云辉 刘建平） 5 月
13 日上午，邵阳市 2020 年度省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政策宣讲培
训会在邵阳学院举行。

当天，来自我市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医院的专家教授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认真
听取了省科技厅专家讲授《省
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政策解
读》《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情况
介绍》。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市科技创新来势
很好，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全市科技创新成果加速
转化，涌现出了一大批科技创
新成果。为了鼓励和帮助企业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也为
了展示我市科技创新形象，提
振企业复工复产信心，市科技
局特意邀请省科技厅专家举办
了此次培训。

科技部门的主动服务得到
了企业的热情响应。去年我市仅
有 4 家企业申报省科学技术奖
励，今年有意向申请的企业已有
20多家。

我市开展省科技奖励工作政策宣讲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朱羽翼） 为了推进
职工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搭
建职工心理健康平台，5 月 11
日上午，市总工会举办第二届
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来自全市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86 名学
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持续至5月15日，
由资深心理咨询专家为学员授

课。围绕基础心理学、健康心理
学、咨询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和
心理测量技能、心理诊断技能、
心理咨询技能等内容，设置正念
心理治疗、正念助人与自助、缓
解职场压力·减少职业倦怠、心
理咨询的设置与伦理、心理危机
干预等设置课程，并组织开展心
理咨询志愿服务和参观优秀心
理咨询室。

市总工会培训心理咨询师

邵阳日报讯（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伍鹰） 5 月 10 日上
午，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市城市用水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来到北塔区西湖北路沿线休
闲广场、居民小区等地，通过粘
贴节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
等方式，向市民宣传爱水、护水、
节水知识。

5月10日至16日是第29届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宣
传周期间，以“养成节水好习
惯，树立绿色新风尚”为主题，
市城管执法局精心组织，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该局
将在社区开辟节水宣传栏、发
放节水手册，宣传推广家庭节
水技巧；让节水知识进校园、进
课堂，激发中小学生对节约用水
的兴趣，树立节约用水意识；宣
传节水型企业在节水理念、节水
制度、用水效率提升等方面的做
法与成效，鼓励企业积极学习先
进节水经验、创新节水技术，共
同推动节水型企业建设，让爱
水、节水、护水成为社会各界的
共识和自觉行动，共同创造更
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节水宣传周倡导节水好习惯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斌辉） 5月12日，新邵县新田铺镇新
光村的乡贤微信群里捐款接力还在继
续，大家都在为村里的环境卫生整治出
一份力。“通过近3年的公德教育，大家
的观念转变很快。今年我们发出捐款倡
议书以来，全村捐款达10余万元。”新光
村党支部书记王柱良感慨道。

如今走进新光村，道路两旁繁花似
锦，三八河内流水潺潺，黄发垂髫悠然自
得，好一番恬静秀美田园风光，去年新光
村被评为市级卫生村。而在3年前这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河道内白色垃圾遍布，
不少院落垃圾乱堆。转变，源自于该村3
年来坚持以院落会议的形式开展公德教
育，村民的卫生意识从“要我搞”转变为

“我要搞”。
2017 年在外经商的王柱良看到家

乡脏乱面貌后，回乡竞选村支书，决心改

变这一现状。当上村支书后，王柱良觉察
到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转变村民的
观念。他结合全县推广的公德教育，在全
村5个院落每季度开5次院落会议。为提
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他购置了投影仪
和音响，制作了精美的PPT，宣传本村在
环境卫生整治中的好人好事，以及滚动
播放卫生“红黑榜”。

大家的积极性上去了，房前屋后的
卫生自然就慢慢搞好了。公共区域的垃
圾清运和处理，虽有上级的专项补助，但
一直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问题。王柱良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光租用车辆转运
各个院落垃圾就需要5万元左右，因此
他今年初在微信群里向全村发起募捐倡
议书。

让他没想到的是，村民们的配合度
非常高，捐款效果极佳。在广东经商的杨
作成去年母亲90大寿，主动劝导亲友不

放鞭炮，这次捐款又带头解囊，捐款
3000 元。在村里办胶管厂的王忠海，去
年村里创建市级卫生村面临资金困难时
捐款3万元，这次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
作用，捐款1万元。在这些有德乡贤的带
动下，普通村民也积极捐款。村民王发云
虽长期不在家，但看到倡议书后，也发动
女儿女婿积极捐款。

“新光村的募捐起到了很好的引
领作用，目前我们全镇共有 29 个村
（社区）发动捐款，共募捐卫生环境整
治经费 68 万余元。”新田铺镇党委书
记邓亦锋说，这不仅解决了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也为
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提供了
源头活水。

新光新气象：观念变了村庄美了

武冈市人民医院呼吸内一科副主
任医生段世焕在湖北黄冈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隔离病房工作 55 天，不辱使
命，胜利归来。在支援湖北的日子里，
他轻松上阵，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
家中亲人是他坚强的后盾。4 月下旬，
段世焕家庭被省妇联评为“湖南省抗
疫最美家庭”。

“主动请缨，火线入党”

1月27日，一份驰援湖北的征集令
发在段世焕所在医院的微信工作群，段
世焕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前往一线抗击疫
情。经过医院的择优推选，他成为首批
12名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1月28日，
带着家乡人民的期望，他作为湖南省第
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成员远赴黄冈抗
击疫情。

自2月1日段世焕进驻大别山医疗
区域中心后，每天工作8至10小时。为了
不浪费防护服，他在工作期间内不能喝
水、不上厕所，一个班下来全身湿透。不

管难事累事，他都冲锋在前。他的出色表
现得到了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第4临时
党支部的认可，3月3日他成为一名中共
预备党员。

在黄冈，他为患者做好药物等基础
治疗的同时，还身兼心理医生之职，对病
人进行心理疏导。病区收治着一名70多
岁的老奶奶，她一家老小共6人被确诊，
且都在不同病区隔离治疗。老人极度惊
恐且烦躁不安，拒绝治疗。在他的耐心开
导与安慰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最终积
极配合治疗。

“家有贤妻，特别安心”

“老婆，睡了吗？马上给我整理好行
李，我们明天早上9时出发！”正月初三
23时多，正在科室上夜班的段世焕接到
医院领导的紧急电话，通知他支援湖北
医疗队次日9时启程出征，他急忙给妻
子打去电话。凌晨1时他回到家里，妻子
正披着睡衣在给他准备行李。“老公，行
李整理好了，这个棉鞋在那边值夜班的

时候穿。”他拉过妻子的手：“你放心，我
一定平安回来！”“嗯，我相信你，放心去
吧，家里一切有我！”

段世焕的妻子肖倩是一名高中英语
教师，在丈夫支援湖北的这段日子里，她
一边照顾好家里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
子，一边坚持给学生们上网课，用实际行
动默默支持远在他乡抗疫的丈夫。

“双亲支持，坚强后盾”

1月28日一大早，段世焕就听到厨
房的动静，拉着行李箱出来，爸妈已在厨
房做好早餐，母亲端着饭过来，眼里还泛
着泪光。“妈，没事的，做好防护就不会感
染的。”他安慰道。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多吃点，煮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估计
你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吃到家里的饭菜
了。”这次儿子主动报名上一线抗疫，老
人家什么都没有跟他抱怨，只是在儿子
临行前反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尽心履
责。看着年迈的双亲，还在为他操着心、
带着娃，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2月18日是段世焕父亲的生日，远
在千里之外的他，只能隔着屏幕在微信
中祝福父亲生日快乐。他想等到抗疫结
束后，好好陪陪年老的双亲。

你在前线抗疫 我在后方坚守
——记“全省抗疫最美家庭”段世焕家庭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5 月 14 日上午，民进

邵阳市文艺支部组织全体

会员来到隆回县滩头镇参

观滩头年画。该支部竹刻、

瓷刻、书法领域的会员与

滩头年画传承人进行传统

文化交流。图为会员现场

体验滩头年画制作。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唐芳

摄影报道

●寻找最美抗疫人

5月14日，市园林处组织绿化施工人员对市城区西湖北路、魏

源路主次干道绿化带的树枝实施集中清理，对绿化带修剪造型和

浇灌，全面提升绿化景观效果，预计本月底完成此项工作。图为施

工人员正在市区西湖北路修剪道路两旁树枝。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岳钧 李正琦） 5月13
日，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获悉，我市首届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大赛将于5月18日正式启
动报名。

此次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主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促进会承办，以“展退役军人
风采，立创业创新潮头”为主
题，初赛时间为6月5日，决赛时
间为6月18日。大赛设“新兴产
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等 3
个行业赛以及“精准扶

贫”“创新团队”2 个专项赛，原
则上要求各县市区每个行业赛
及专项赛至少报一个参赛企业
（团队），择其优者推荐参加省
复赛。

此次比赛旨在展示我市
退 役 军 人 创 业 创 新 风 采 ，营
造全社会支持退役军人创业
的 浓 厚 氛 围 ，鼓 励 更 多 退 役
军 人 以 创 业 带 动 就 业 ，为 促
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开始报名

（上接1版）
在全市共青团组织的组织和指导

下，一支支青年突击队火速成立，一封
封自愿请战书按满手印，越来越多团
员青年挺身而出，主动担当加入疫情
防控。以青年文明号等一线先进集体
为重点，市直相关行业领域和县区火
线组建青年突击队 396 支，奋战在全市
各个重点医院、交通路口、街道社区、
乡村一线，广泛开展医疗救护、卫生消
毒、物资转运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扛重
活、亮身份、树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充分认可。

全面参与 数千名青年扛起

“战斗旗”

助力复工复产。按照全市有序做好
复工复产工作要求，团市委充分发挥共

青团组织优势，构建市县联动机制，通过
抖音、微博、微信等青年关注的新媒体平
台为全市 45 家招工企业发布职位需求
百多种、数千岗位，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复
工，累计解决劳务输出 3000 多人次；发
挥返乡大学生专业优势，担当农业生产
指导志愿者，上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
田间地头，指导春耕生产；加强银团合作
力助青年企业渡难关，协调建设银行邵
阳分行推出“青创贷”。

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团市委组织40
多名在邵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视频、语音
等方式对邵阳市中心医院 17 名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提供“一对一”“多对一”的线
上课业辅导和亲情陪伴志愿服务。为缓
解医务人员和群众心理压力，团市委、各
县市区团组织联合其他有关部门，组织
150多名心理辅导志愿者提供了免费线

上心理咨询服务。
募集捐赠物资。团市委积极对接省

青基会，争取防疫物资，同时迅速组织全
市各界青年捐赠物资，累计筹款 270 多
万元、口罩38.5万个、消毒液7吨等，均
捐赠给抗疫一线。

强化典型宣传。团市委利用新媒体
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每天发布疫情
最新情况，宣传抗疫优秀青年，开辟了

“疫魔在，我不退”邵阳青年抗疫风采专
题报道，共计宣传抗疫先进人员 67 位
（其中医务人员32位）。

不忘跟党初心、牢记青春使命，是共
青团的政治本色。广大团员、青年志愿者
在共青团组织的带领下，传递爱心、传播
希望，以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着青春力量，汇集起了大爱之城
的强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