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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隆回县金

石桥镇湘明果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新花园村雷家坑豫

皇梨基地正在采摘梨子上

市。该社以“合作社+基

地+农户+贫困户”的发展

模式，从河南引进豫皇梨

新品种栽培进入盛产期，

今年喜获丰收。该基地集

种植、观光、采摘体验销售

于一体，实现乡村农旅融

合，为乡村产业振兴拓宽

了门路。

通讯员 贺上升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9月11日下午，市直
宣传系统部分单位组织开展

“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党课活
动，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培
育电影文化，推动文化强市
建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迎春参加活动。

当天，在市区金马影城，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
文联、市社科联、邵阳新闻网
等五个单位机关党支部的党
员干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聆听“半条棉被见初心”主题
党课，并观看了革命历史题
材影片《半条棉被》。

《半条棉被》以红军长征
时期3名女红军战士与汝城
县沙洲村村民徐解秀之间的

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了红
军长征途中一段军民鱼水深
情的历史，深刻展现了我们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风
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的革命情怀。

“看完《半条棉被》影片，
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共产党和
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在新时
代，我们共产党员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立足实际工
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市社科联干部肖艳丹认为，

“光影铸魂”电影党课活动创
新了党员教育方式，这种新
颖的形式让党课更入脑入
心，更能引起情感共鸣。

市 直 宣 传 系 统 开 展
“光影铸魂”电影党课活动

周 迎 春 参 加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妮娜）
9月11日，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李志雄在新宁县调研基
层群众自治工作时强调，要
进一步健全基层自治机制，
推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实现村民“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自我决策”，全
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李志雄一行先后来到该
县清江桥乡赤木村、湘塘村
调研。在赤木村，李志雄组织
召开座谈会，听取县、乡、村三
级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情
况汇报。在湘塘村，李志雄走
访群众，与他们亲切交谈。村
民反映，自成立村民自治理
事会以来，村里一些乡贤主
动参与议事、办事。现在，村里

环境卫生干净了，邻里关系
和睦了，群众生活变好了。

李志雄指出，群众自治
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
支撑，基层群众自治的过程
是联系群众、集中民智、了解
群众需求和意愿的过程，要
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进
一步把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交给群众，保障
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
权利、管理基层公益事务和
公益事业。他强调，群众自治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村民自
治理事会要在村党组织的领
导和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
代表村民对本村公共事务开
展议事协商，实行民主管理
和监督，确保基层社会治理
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进行。

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群众自治
李志雄赴新宁县调研基层群众自治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余光建
刘峰） 9月11日下午，湖南
省不动产第三片区登记系统
建设座谈会在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召开。省自然资源厅总
规划师申志军出席。

会上，省不动产第三片
区内的邵阳、常德、益阳、娄
底及我市各县市的不动产登
记部门负责人交流了不动产
登记信息化建设、农村房地
一体确权登记、干部队伍建
设等工作经验，并就当前不
动产登记工作存在的问题探
讨对策。

申志军对各市州不动产
登记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申志军指出，全省各级不

动产登记部门要加强不动产
系统建设，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
念，加强管理机制、登记能
力、文化品牌建设，打造一支
团结协作、业务精湛、统一规
范的队伍。要明确自身职责，
加强各级不动产登记部门间
的交流，以问题为导向，狠抓
工作重点，逐步实现统一业
务流程、技术标准、业务平
台、数据基础。要坚守登记质
量生命线，统筹推进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和农村
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积
极借鉴邵阳不动产创新登记
系统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充
分运用先进技术确保登记发
证工作高效准确。

打造规范高效的不动产登记系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振华）9月12日上午，邵阳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大会
在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召
开。市政协副主席郭妤、邵阳
学院党委书记邓党雄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邵阳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筹备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了邵阳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邵阳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主席团。聂世忠当选协会

首任主席，袁龙等 7 人当选
副主席。

聂世忠表示，邵阳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将团结全市广
大评论家和评论工作者随时
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不
忘文艺初心，勇担评论使命，
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邵阳
文艺评论事业，为繁荣邵阳
文艺而努力。

会上，市社科联主席张
千山、邵阳学院文学院院长
龙钢华作主题演讲。

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

“不好了，我父亲生病了。”9月9日，城
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羊石村村部，正在工
作的市委网信办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邱玉
田的电话突然响起。接通后，传来一阵带着
惊慌又焦急的哭声。

邱玉田赶紧安慰对方，并简单地了解
情况。原来，打电话来的是村民陈建明老人
的女儿。刚才，她发现陈建明身体有些不对
劲，情急之下想到了邱玉田，于是赶紧打来
电话。邱玉田一边安慰她，一边让队员肖映
国开车，迅速来到她家里，一起将老人送到
镇卫生院。

这不寻常的一幕，在羊石村，却又是极
寻常。家庭出现矛盾、发展产业没门路、鸡
鸭卖不出去……都会找工作队帮忙解决。
带着真情帮扶、带着责任帮扶让工作队赢
得全村群众的广泛赞誉，“有事就找工作
队”，在羊石村成为村民的共识。

羊石村由原羊石村和尖口村合并而
成，由市委网信办和城步苗族自治县海事
处等单位对口帮扶。2019年3月，市委网信
办和其他后盾单位共同组成的驻村帮扶工
作队进驻。

“羊石村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森林
面积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具

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种植条件。这样
一个村，为什么就不能发展起来？”进驻后，
邱玉田和队员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尝试找到答案。通过调研，他们发现，有
基础设施差、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村民的
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村里的经济
发展。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羊石村全力培育
既有特色又有优势的扶贫产业，村里成立
种植合作社，开办扶贫夜校讲授种养殖技
术。2019年6月，争取上级关于扩大村集体
经济50万元的扶持，成立羊石村南竹加工
合作社，每年为村至少可带来5万元的集
体经济收入。

“这些米，要卖20多块1斤咧。”在杨通
发的家里，刚收割晒干的谷子一袋袋整齐
地码在堂屋里。问起米的价格，杨通发的母
亲有点自豪地说，一边还解释道“虽然价格
比其它米要高，但好卖得很，好多人都抢着
要。”杨通发以前在外地务工，2018年回到
村里发展。工作队来了后，他在工作队的帮
助下，流转100多亩土地，成立种养殖合作
社，发展稻花鱼、龙虾、药材等生态种养殖，
带动村里人一起致富。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积极争取资金，用

于入户路型改造、文化场地修建、村级综合
服务平台配套设施建设、人安饮水改造、通
组道路硬化、道路亮化、人居环境卫生整治
等项目。

脱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文明
乡风培育，让羊石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
改变。2019 年，羊石村成功入选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单。

“你们来了后，我们村里变化好大哦！”
9月9日，在杨通发的家里，一位村民对扶
贫队员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她朴实的
话语，道出了村民的共同心声。

邱玉田介绍，下阶段要全面巩固提升
脱贫成效，继续把产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
通过中国传统村落整治与乡村振兴衔接，
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水利、交通、
卫生、文化等设施。特别是要依托羊石村紧
靠南山，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且水资源丰富
等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做水、民俗等为主题
的文章，发挥好网络优势，打好乡村旅游文
化牌，让羊石村真正成为美丽幸福新羊石。

产业变强 村庄变美
——市委网信办倾力帮扶打造美丽幸福新羊石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胡晓建 于绍军）“自开展交通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以来，我们共对辖区79台存在交
通安全隐患的变型拖拉机进行摸底排查，
目前所有车辆已全部注销号牌整治到位。”
9月11日，大祥区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前一
阶段变型拖拉机整治情况。

自去年11月份以来，大祥区农业农村
局对辖区内所有变型拖拉机进行了全面排
查，共查明79台变型拖拉机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对存在问题已卖废铁的变型拖拉机车
主上门做工作，劝导其主动上交资料注销号
牌；对未到报废年限但已不能正常行驶的变
型拖拉机要求车主注销号牌；对未年检的变

型拖拉机要求车主主动到农机部门补检；对
未年检的又没达到报废条件的与车主签订
农机安全驾驶承诺书，承诺不上道路行驶。

同时，该局还指导配合百春园街道、中
心路街道、翠园街道、火车南街道对辖区内
外来人员购买变型拖拉机上路行驶的行为
进行整治。

大祥区79台变型拖拉机整治到位

自参加教育工作以来，管顺利爱岗敬
业，扎实工作，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勇于探
索实践，先后获得武冈市湾头桥镇骨干教
师、湾头桥镇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朴素大方，和蔼可亲，这是学生眼中的
管顺利。勤奋工作，助人为乐，这是学校领
导与同事眼中的管顺利。提起她，学生与家
长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管顺利从小的梦
想。大学毕业后，为了家乡孩子能够接受更
好的教育，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了离
家比较远的乡村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是
管顺利不怕苦、不怕累。孩子们都喜欢上她
的语文课，因为“管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关心
我们”。在管顺利的抽屉里，专门放有红糖、
姜、创可贴、酒精等。班里有学生肚子疼，她
就会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姜糖水。有学生
不小心受伤了，她会及时处理。

有一次，一名学生发高烧，打不通家长
电话，管顺利就背着学生去医院。路上需要
爬个很长的坡，累了管顺利就脱下外套，铺
在路边的石头上，让学生坐下休息一会儿。
一路颠簸，终于到达医院。学生家长赶来，
握着管顺利的手说：“谢谢老师，我崽能遇
上您这么一位好老师，真是有福啊！”

每天天不亮，不少家长就去地里干活
了，很多学生早餐吃不好，中午又吃些方便
面、火腿肠等。管顺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于是，管顺利就经常多炒些菜、熬些粥，给
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餐。

一次家访后，天空下着雨，天色已黑，
在泥泞的小路上，管顺利不慎从电动车上
摔下来，膝盖一直出血，衣服也被石头划破
了。等她强忍伤痛回到家，她母亲心疼地
说：“为了家访你不要命了吗？”第二天，管
顺利一如既往来到学校，领导和同事都劝

她休息。她说：“今天周五，我坚持一天，明
天就可以休息了。周五的课很重要，周末的
作业还没布置，不放心啊。”

农村孩子普通话不标准，她总是一句句
教。她还善于通过游戏、比赛、表演等多种形
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多表扬、少批评，多肯
定、少否定，使每个学生在既轻松愉快又热
烈紧张的状态下学习和掌握知识。

管顺利省吃俭用，资助了多名贫困生完
成学业。贫困生小涛（化名）因缺乏营养，面
黄肌瘦，管顺利经常给予他物质帮助和精神
关怀。这个孩子进步很快，他在作文中写道：

“老师，那一次我回答对了问题，您表扬了我
并摸了摸我的头，那一刻我幸福极了。谢谢
您送我的新衣服和课外书，您的教诲之恩，
我终生难忘。”如今这个学生已经考入大学。
逢年过节，管顺利总能收到他寄来的卡片。

通过全县公开招考，管顺利以优异的
成绩入职武冈市实验中学。在众多的荣誉
面前，她并没有沾沾自喜。她表示，要努力
学习新东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
水平，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祖国的现
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管顺利：用青春谱写奉献的诗篇
黄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