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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龚叶芳） 5 月 25 日，
市直机关工委在新邵县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与中共湘西南特委
旧址纪念馆开展“学史崇德”现
场教学。当天，中共湘西南特委
旧址纪念馆“市直机关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揭牌。

在新邵县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大家先在白水洞廉政文化园
了解廉政文化建设情况，随后走
进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中心，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习了党的
纪律建设发展史、纪律处分条例

修改历程等，观看了廉政先进典
型和贪腐违纪典型两个对比鲜
明的板块。

在中共湘西南特委旧址纪
念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武装斗
争”“革命组织”“洪流砥柱”“文明
传承”四个展区，深入了解龙山武
装斗争历史、中共湘西南特委的
革命历史、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
和“新邵七子”挺身抗洪的英雄故
事。通过现场参观学习，党员们
表示心灵受到洗涤，汲取了精神
力量，坚定了理想信念。

洗涤心灵 汲取力量 坚定信念
市直机关工委党员赴新邵县开展“学

史崇德”现场教学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
少平） 5 月 26 日上午，在双清
区渡头桥镇两塘村村部党群活
动中心，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
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研究室副
主任罗志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给该村党员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两塘村是市人大常委会机
关乡村振兴驻点村。在当天的
党课上，罗志元深入浅出地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和历史贡献、百年党史
与湖南巨变、邵阳巨变的联系，
分享了学习百年党史的感悟与
思考。

该村党员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姜太春表示：“将带领两塘村
村‘两委’为乡村振兴加油干、立
新功。”

党课进乡村 聚力促振兴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帮助驻点村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袁渊） 5 月 25 日，市
委统战部联合各民主党派市委
会机关走进贺绿汀故居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在学史崇德中提升
精神境界。

在贺绿汀故居，大家从一张
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
事、一首首歌曲中，深入了解贺
绿汀先生的坚定信念、崇高品
格、优良作风和无私境界。学习研
讨会上，大家深入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如何“在

学史崇德中提升精神境界”作交
流发言。

与会人员表示，要按照省市
有关要求，持续深入推进统战系
统党史学习教育，始终做到心中
有党明大德、心中有民讲政德、
心中有敬守公德、心中有戒严私
德，始终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
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
下功夫立德立行，使学史明理真
正入脑入心、学史增信更加坚定
不移、学史崇德更加积极自觉、
学史力行更加务实有效。

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立德立行
市委统战系统开展“学史崇德”学习研讨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伟
龚金玲） 5 月 26 日，长沙银行
邵阳分行组织全体党员、中层
骨干以及客户经理等上了一场
以“知来路、启新程，从党史学
习教育中汲取前行力量”为主
题的党课。

该场党课通过 PPT 形式，
结合影音视频手段，穿插了多个
革命先辈的箴言，通过“湘江战
役”“爬雪山过草地”“开国大典”
等重大历史事件视频资料，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的辉煌历程。该行党委书记、
行长杨小海着重从树牢担当意
识、锤炼忠诚品格、培育斗争精
神、厚植人民情怀等四个方面对
大家提出新的工作要求。

该行随后还将相继开展“党
员争先创优”“学党史、守初心、见
担当”党史知识抢答赛、“重温红
色经典、共抒爱国情怀”集体朗诵
和红色组歌演唱会等一系列活
动，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知来路 启新程 勇担当
长沙银行邵阳分行举办系列活动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见习记者 龙江月） 5月30日上午，
北塔区人民医院门口等候免费注射新
冠疫苗的队伍长达上百米。当刚刚领
奖归来的雕刻艺术家杨石生手捧自己
创作的竹根雕作品《夫妻同出征》和获
奖证书也加入等候注射疫苗的队伍
时，群众更加秩序井然地配合医护人
员等候疫苗注射。

《夫妻同出征》是杨石生于2020年
在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
时倾情创作的一幅竹根雕作品，刚刚在
2020“众志成城抗疫情”湖南工艺美术作
品创作评比中荣获一等奖。该作品展
示的画面是一对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夫妻贴面相依、眼神坚定、互相鼓励、
携手战斗的动人场景。这幅作品的神
奇之处在于，竹根的顶部有一根马鞭，创
作者杨石生因形就势，别出心裁地将马
鞭雕琢成了一个注射器。注射器后面
还“飘扬”着一个美丽的中国结，寓意中
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支援湖北抗
疫，使“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抗击新冠
疫情必胜”这一雕刻主题更加彰显。

“5月30日是双休日，前来新冠疫

苗接种的群众相对较多。我们正在忙
于维护秩序，恰逢杨大师捧着《夫妻同
出征》领奖归来，于是我们灵机一动，
将杨大师的作品和获奖证书同时摆放
到接种室门口，使大家将一场枯燥的
等候变得有趣一点。”北塔区卫健局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上午排队等候的人实在太
多，大家多少有点焦躁。但《夫妻同出
征》竹根雕的出现，让大家仿佛又回到
2020年春节期间抗击新冠疫情那段关
键时期，仿佛又再次看到医护人员的
逆险而行，看到了党员干部的身先士
卒，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
心。上午三四个小时一直长达100多
米的队伍，没有造成一丝交通堵塞，也
没有任何争吵喧嚣。这是我在邵阳看
到的一次最好的排队等候。”正在排队
的北塔区某小学负责人说。

“没想到，《夫妻同出征》今天能够
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杨石生憨憨地说。

今年57岁的杨石生从事竹木雕刻
已有40余年，原籍武冈荆竹，现定居北塔
区建材大市场专业从事竹木根雕研究和
创作，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

《夫妻同出征》感动接种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邓琢玲 周乐喜）
5月21日，在新邵公安民警的帮
助下，新邵县寸石镇花桥村村民
陈某与失散32年的儿子林某某
相见，一家人迎来了期盼多年的
团圆。

1989年11月的一天，陈某到
寸石派出所报警，称其1岁半的儿
子陈某某走失。多年来，新邵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一直没有放弃帮助
陈某找寻儿子，但受当时条件限
制，缺乏侦查线索，一直没有结
果。后民警将孩子的相关信息录
入被拐卖人口库内，并对其父母的
血样进行采集，以备DNA比对。

今年，新邵公安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为出发点，开展“团圆
行动”，依托全国“打拐DNA系

统”，积极开展基层信息核查完
善，为辖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安服
务。4月，刑侦大队民警根据天
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提供的线
索，发现福建莆田籍男子林某某
与报警人陈某走失的儿子高度相
似。民警为此多次前往福建调查
取证，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将事实
摸清，并通过采集血样和复核比
对，确认林某某为新邵籍被拐卖
儿童陈某某。

经查，被拐卖儿童陈某某家
在国道边，当日恰逢赶集，混乱
中被拐卖。几经辗转，陈某某于
1991年被福建莆田籍男子林某
收养，改名林某某，现已娶妻生
子。得知真相后，林某某愿意与
亲生父母相认，以报亲恩，同时
不忘福建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

“团圆行动”得力
被拐男子回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文
春艳 杨超） 5月29日，由市妇联、市政府金
融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邵阳分行共同举办的

“童心向党 传递梦想”庆祝“六一”儿童节志愿
活动在邵东市仙槎桥镇青山村举行。

当天，举办单位组织志愿者开展了主题为
《坚定道路自信，锻造优秀品格》的宣讲，通过理
论学习及观看公益视频，引导孩子们了解中国
梦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让孩子们
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同时，志愿者还开展
了主题为《强化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能力》的安
全知识讲座，给孩子们进行防溺水、防意外伤害
等安全知识讲解。

活动现场，举办单位给孩子们发放了文化
衫、书包、台灯等节日礼物，并向青山村儿童之
家和妇女儿童微家赠送价值5000元的活动器
材。随后，志愿者组织儿童开展“破冰游戏”和

“齐心传递”游戏，在热闹互动中提前欢庆“六
一”儿童节。

青山村：
童心向党庆“六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唐颖 通讯员 禹健明） 为切实
增强群众法治观念，5月25日上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到大
祥区蔡锷乡开展“送法下乡”暨“加
强法治乡村建设，护航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主题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采取设立咨询台和
入户宣传等方式进行，向村民宣传
讲解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疫情
防控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防范

非法集资、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知
识。期间，市住建局的同志共接待
村民法律咨询100余人次，免费发
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防范和处
置非法集资条例》《邵阳市村庄规
划和建房管理条例》《邵阳市乡村
清洁条例》等普法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受到蔡锷乡干部群众广泛
好评。

市住建局“送法下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唐颖）

5 月 28 日，记者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进一步提
升广大市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意
识，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市委宣
传部、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团市委联
合举办邵阳市生活垃圾分类主题赛事
活动。

本次主题赛事作品征集类型分为
三类。一是生活垃圾分类 LOGO 和
吉祥物设计参赛作品。要求围绕市
生活垃圾分类的明确要求和绿色环

保理念，体现邵阳特色文化，图形优
美、形象新颖、内涵精准，并便于推
广；吉祥物为单一个体，体现邵阳元
素、垃圾分类主题、垃圾分类新时
尚。二是短视频创意大赛。参赛作
品内容以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或窍门、
分类普及或宣传、分类歌曲或轶事为
主，视频时长60秒以内。参赛者可以
个人名义参赛，也可以“抱团”参赛，
将拍摄视频上传至抖音，上传视频统
一话题格式为“邵阳垃圾分类”，随后
下载该作品投稿。三是公益广告绘

画设计创意大赛。分专业组和社会
组进行，重点为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的
招贴设计与户外广告设计。

此次参赛的所有作品须是参赛者
的原创作品、首发作品。作品征集时
间将持续至 7 月 31 日，入选的优秀作
品均可获得荣誉证书和奖金。

组 委 会 邮 箱 ：syslfb0739@163.
com，邮件主题需注明参赛项目主
题（公益广告绘画设计创意大赛还
需注明组别），并备注个人信息及联
系方式。

生活垃圾分类主题作品火热征集中

▲竹根雕作品《夫妻同出征》。

隆回县虎形山花
瑶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相结合，帮
助群众解决操心事、
揪心事、烦心事。图
为 5 月 27 日，该处干
部职工冒雨帮助崇木
凼村缺乏劳动力的农
户插秧。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马小霞

阳小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