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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
真情。”自开展驻村工作以来，
他挨家挨户登记信息、询问情
况、宣讲政策，像一只辛勤的蜜
蜂；他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
消除村里发展瓶颈忙前忙后，
像一匹驰骋的骏马；他付出真
心、倾注真情，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努力前行；像一头拉车的
老牛。他，就是市委政法委驻
邵阳县长阳铺镇杉木岭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彭本奇。

● 驱 赶 贫 穷 的 影 子
——“贫穷一直像一道影
子，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

杉木岭村位于长阳铺镇西
南部，距镇政府 2.5 公里，全村
44 个村民小组 856 户 2941 人，
耕地面积4780亩，是一个人多
地少的山村，村民主要靠种植
水稻、花生、玉米、西瓜等经济
作物为生。

“元方，今天怎么样啊？我
过来看看！”2020年9月28日一
大早，彭本奇便来到杉木岭种
养合作社肉牛养殖场了解贫困
户罗元方的生活情况。

听到彭本奇的声音，罗元
方赶忙停下手中的活迎了出
来：“挺好的，谢谢您！”平时见
人就躲的罗元方，每次见到彭
本奇却格外热情。

罗元方属二级智力残障，
今年25岁，母亲也是二级智力
残障，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
农民。长期以来，虽说一家人
都在努力打拼，可家里的光景
却不见改善：破旧的房子通水
不通路，天上下大雨，里面就下
小雨。“贫穷一直像一道影子，
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彭本奇
评价当时的罗元方一家。

“绝不能再让他们这么苦
下去！”彭本奇经过一番思考

后，决定为他们一家“量身定
制”一套扶贫方案：扎实耐劳的
罗元方被安排在杉木岭种养合
作社肉牛养殖厂喂牛，每月有
2500 元的工资；为年近六旬的
父亲罗佐华申请了扶贫公益岗
位，每月有1000元的工资；申请

“危旧房改造”项目，为他家建
起了砖混结构的住房。不久，
彭本奇一家顺利脱贫。

● 扶 直 压 弯 的 腰 杆
——“他已经被生活压弯了
腰，需要有人还之以信念”

彭本奇自2018年3月30日
从市委政法委选派到杉木岭村
以来，他就坚信：只要脚踏实地
扎根基层，找准项目发展村集
体经济，就能带领群众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

“脱贫攻坚有多难，干部群
众就有多拼。”两年多以来，彭本
奇始终抱着以心换心的真诚，力
争为群众做好每一件实事。

另一名青年村民罗建锋在
外务工时，不幸患上重度肺结
核，扶贫工作队驻村时，卧床已
经有一年多时间，枯瘦如柴，生
命垂危。当时，他妹妹正在学
校读书，父亲不幸中风，维持全
家生计的重担全落在在镇电子
厂上班的母亲肩上。看到罗建
峰一贫如洗的家和苦苦挣扎的
一家人，彭本奇泪湿眼眶。

彭本奇立即和村“两委”协
商能否从政策上给予帮扶：纳
入重点帮扶对象，享受低保、教
育扶贫、医疗救助扶持等。同
时向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汇
报，想方设法将罗建峰送到市
中心医院治疗。

在罗建峰住院期间，彭本
奇多次前往医院看望，并鼓励
和开导他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
和决心。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罗建
锋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脸色变得
红润起来，干活也有了力气，一
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提到自己的人生“逆转”，
罗建锋毫不犹豫地说：“以前，
看到全家祸不单行我却无能为
力，几次丧失生活的勇气。彭
队长不仅给了我二次生命，更
给了我重新生活下去的信心。
他是我的再生父母和我们全家
的恩人。”据悉，在罗建峰住院
期间，彭本奇除了多次前往医
院看望外，还在朋友圈里为他
募捐到了近2万元医疗费。

● 插 上 腾 飞 的 翅 膀
——“兴旺的产业，才能让
杉木岭长出美丽的翅膀”

除了全心全意为有困难村
民办实事，彭本奇更不忘全村
的发展。他积极配合村“两委”
带动贫困户发展种养殖产业，
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帮
助编写、签订《杉木岭村产业
直接帮扶协议书》，协助举办
技术培训班，加强对贫困户产
业规划和技术指导。2018 年以

来，扶贫工作队筹资 10 万余
元，连续三年给贫困户赠送鸡
苗、鸭苗、饲料等；争取油茶帮
扶资金10万元，开发建设了油
茶种植示范基地；利用配套产
业帮扶资金，与杉木岭种养合
作社合作，创办了肉牛养殖
场，实现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
超过4万元。

“农民因路致富，乡村因路
更美。”彭本奇率领的扶贫工作
队和村“两委”强力推进杉木岭
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入户道路硬化率达到90%
以上；扮靓村部及进行文化广
场建设，打造示范性村级综合
服务平台；对全村所有疑似危
房进行鉴定，并按照相关政策
进行危房改造或重建；结合杉
木岭村情实际，开展贫困助学、
脱贫表彰等特色活动……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村民
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
工作队外出，回来常常会看到
门口放着长豆角、西红柿、黄
瓜、茄子、小白菜等新鲜蔬菜。
这是村民对自家人才有的独特
表达方式。

杉木岭上攻坚人
——记市委政法委驻杉木岭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彭本奇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妮娜 罗云中 彭姣伟

▲彭本奇（右二）在帮助村民抢收稻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妮
娜 彭志冬 周盖雄 朱思颖 艾文英） 9月27日，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志雄率市委政法委机关
党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参加“大清扫、大清运、勤消杀”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以实际行动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共同
打造美丽邵阳。

当日上午，在大祥区中心路街道邵府街社区，李志
雄与志愿者们拿着扫帚、撮箕、铁铲、铁钳等工具，仔细
清扫道路上、院落里的垃圾，并与社区工作人员交谈，详
细了解卫生保洁、环境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李志雄指出，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排查和消除各类环境
卫生问题，进一步打造样板、补齐短板、推广经验，努力
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出一个常态化的舒心舒适生活环
境。他强调，城市环境卫生是关系人民安居乐业的大
事，各级各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突出主题，落实
责任，确保环境卫生工作列入中心工作范畴；领导干部
要率先垂范，带动群众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开展群众
自治，引导发动群众搞好门前卫生，共同维护环境卫生；
全市广大政法干警在做好主业的同时，要在建设美丽家
园方面积极作为，给身边群众作出表率，助力巩固“国
卫”成果。

据悉，当日，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市司法局等单位政法干警都组织力量到各自联点
社区开展了“大清扫、大清运、勤消杀”活动。

我市政法干警助力“国卫复审”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伍先
安） 9 月 24 日下午，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主要领导率支队相关部门负责
人，来到双清区新华社区，与群众代
表面对面召开恳谈会，实地解决群众
提出的相关问题。

会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从全市
交通事故不断下降、电动车辆规范管

理、文明创建稳步推进等方面，向与会
群众代表介绍了邵阳交警工作，并从
搞好社区垃圾清运、开展困难群众帮
扶、实施社区部分道路硬化、搞好社区
路灯亮化等方面，通报了交警支队近
年对口支援社区发展情况。

与会群众代表畅所欲言，纷纷围绕
社区交通安全管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支队主要领导边听边记，在综合
大家的建议后表示：下一阶段，市交警
支队将安排专门力量，对新华路部分商
家占道经营、社区菜市场沿线车辆乱
停、新华北路三叉路口夜宵摊占道等影
响交通安全通行的违法行为进行重点
管理，为社区群众平安、畅通出行，营造
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警民恳谈面对面 问题解决实打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敏 华 通讯员 杨 红
霞） “邓某已将 26471 元
通过微信转账、法院扣划转
账全部支付给我，特向贵院
申请结案。”9月22日，申请
人李某这起23年前的借款
合同纠纷案终于执结了。

1997 年，邓某分两次
向李某借款17000元，邓某
因经济困难逾期未还，李某
诉至法院，后经新宁县人民
法院调解，达成还款协议，
邓某一直未履行还款义
务。该案强制执行期间，邓
某被新宁县人民法院两次
拘留，但都因确无可供执行
的财产而执行未果。后来，
邓某便外出，十余年杳无音

讯，无法与之联系，导致执
行中止。

今年，省高院开通了司
法送达平台，其协查找人功
能给因无法找人而造成的
积案的处理带来了新的希
望。接手此案的法官在输
入了该案卷信息后，提起了
协查找人申请，十分钟后，
系统反馈了邓某的两个联
系电话，法官尝试着拨打了
第一个，是空号，再接着拨
打第二个，通了，表明身份
后，对方承认就是邓某本
人。执行法官与邓某进行
了多次电话沟通，最终双方
达成协议，由邓某一次性偿
还李某26471元。至此，该
案结案。

借助平台协查找人功能

了 结 23 年 的 积 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红霞）
9月23日，新宁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正式挂牌
成立，并就如何深入探讨自然保护与绿色发展问题，进一
步加强环境执法与环境资源审判问题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综合审判庭陈静庭长汇报了新宁县人民
法院近三年来开展环境资源保护相关工作情况，据悉，
该院近三年来，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55件，各
类涉及环境资源的民事一审案件200余件，非诉审查案
件300余件，向乡政府、村委会及其他执法部门发出司
法建议20余条，举行各类环保宣传活动10余场次，为新
宁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新宁县各相关单位执法部门负责人及环保志
愿者协会代表针对如何更好地开展新宁县环境资源保
护工作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新宁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

▲9月27日，北塔区委政法委干部职工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到茶元头街道兴隆社区开展环境卫生清扫活动。志愿
者到社区公共广场、通组公路等场所，打扫落叶、清理卫生死
角。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陈昭 摄影报道

▲9月28日，市交警支队双清大队联合区交通局，督导汽车东站做
好国庆、中秋道路运输安保工作。图为联合执法人员在查看车辆情
况。 通讯员 伍先安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9 月 26 日晚
上，大祥公安联合大祥交警，多警
种协同作战，严厉打击涉燃油类摩
托车飙车扰民等违法犯罪行为。

开展打击行动前，大祥公安
分局联合交警部门，充分收集信
息，进行精准研判，针对涉燃油
摩托车昼伏夜出的情况，参战民
警组成多个行动小组在全区多
处设卡，查处非法涉燃油摩托
车。为了深挖车辆背景，从源头
打击处理非法涉燃油摩托车，大

祥公安分局联合交警部门开展
了大量调查摸排工作，为后续工
作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打击行动开始后，大祥公安
及交警共设卡点 4 个，组织 6 个
机动巡逻组，出动警力 76 人，共
查获改装大排量摩托车 10 台，同
时查获醉驾 4 起、酒驾 8 起，行政
拘留 4 人，另查处其他违法行为
49起。

近期，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
管理，大祥公安分局还加大对侵财
案件的侦破打击力度。

大祥公安打击飙车扰民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