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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２０13年7月18日 星期四４

通讯员 王柱湘 邓榕
本报记者 陈勇

7月16日下午， 长沙火车站， 我省高
校毕业生夏江南等47名年轻人， 乘坐
T38次旅客列车， 开始援疆的征程。

到西部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连日来， 我省一批批像夏江南一样的大
学毕业生， 奔赴大西北、 大湘西， 开展
支医、 支农、 支教等工作。 他们拥有一
个响亮的名字———西部计划志愿者。

10年接力，2700多名青年学子
“西进”

2003年， 团中央联合其他部门， 通
过公开招募、 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 集
中派遣方式， 招募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
业生， 到西部12省 （区、 市） 及部分地
区贫困县的乡镇一级， 从事为期1至3年
的支教、 支医、 支农等专项行动， 拉启
西部计划大幕。

寒暑10载， 我省各级团组织积极协
调其他部门， 构建体制机制： 夯实基
础， 人才培育注重培养与使用并重； 出
台一系列就业创业升学优惠政策， 激励
鼓励西部计划志愿者建功西部、 扎根西
部。 现在， 形成了集招募培训、 日常管
理、 安全健康管理、 信息管理、 服务保
障、 就业服务和考核激励七位一体的西

部计划项目管理体系， 推动人才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齐头并进。

怀化学院2006届毕业生杨运大到龙
山县从事西部计划后， 几年时间走了该
县34个乡镇（街道）中的33个，了解贫困
孩子的学习状况， 通过网络平台募集爱
心款30多万元，资助了98名贫困学生，还
帮助10名大山的孩子走进了上海世博
园。 他先后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铜奖、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 现在担任该
县乌鸦乡宣传统战委员、副乡长。

据统计， 10年来， 我省已有20000
多名大学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 累计选
派大学生志愿者2703名， 其中外派新
疆、 宁夏、 西藏等地860名， 服务期满
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就业率达100%。

毅然留下，一辈子扎根西部
“选择西部， 我无怨无悔。 毅然留

下， 只愿去履行那句‘一辈子都是志愿
者’ 的青春诺言。” 西部计划志愿者、
保靖县涂乍乡副乡长张新强的这句话，
说出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的心声。

2007年7月， 刚刚毕业的张新强报
名参加了西部计划， 被分配在保靖县清
水坪镇任团委副书记。 经过调研， 张新
强提出了区域建团的农村基层团组织建
设新模式， 并实行团员“三卡” 管理机
制， 此举得到镇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高度

肯定。 当年底， 清水坪镇团委被团县委
授予“团员三卡管理” 试点单位， 2008
年,被共青团自治州委授予“五四红旗团
委” 称号。

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 张新强还积
极筹建“助学阳光驿站”、 成立县志愿
者爱心基金会，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 张
新强主动向团县委领导汇报， 并发出募
捐倡议， 通过举行万名青少年抗震救灾
爱心大行动、 爱心义卖、 爱心义演等活
动， 共筹集善款20余万元驰援灾区。

2011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学院的刘谋
邦， 参加西部计划来到新疆吐鲁番， 在
基层与维吾尔族群众打成一片， 吃住在
一起， 工作在一块， 深受当地群众的喜
爱， 现在他担任 《吐鲁番》 杂志编辑部
编辑， 扎根新疆。

全省像张新强、 刘谋邦这样， 永久
地扎根西部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还有
257名， 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 在大山
深处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蝴蝶效应，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清洁员、档案管理员、通讯员、扶贫

组队员、 报账员、 县青年志愿者中心主
任、 县青年联合会秘书长……2009年7
月， 湖南科技大学毕业的贺磊来到安化
县，开始了他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

“两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可用8个
字概括： 体验、 磨练、 学习、 服务。”
贺磊是这样说的， 也这样做的。

2010年3月4日凌晨， 贺磊和县林业
局的一名技术人员从大福镇出发， 5个
多小时后， 爬到天罩坪山顶， 傍晚18时
再回到镇上。 他们到山上进行日中绿化
交流基金小渊项目的申报工作。 这样的
山头， 经过选址、 申报、 实施到最后验
收， 需要来回走4次。 当年夏天， 贺磊
和县林业局技术人员一起， 深入每一座
山头， 实地勘察了30余座大山， 终于争
取到了项目资金350余万元， 可新增造
林面积6000余亩。

在组织的关心和自己的努力下， 贺
磊后来顺利考上了安化县委组织部选调
生。 在他的带动下， 现在， “安化共青
团网” 正式运营， 志愿者在线注册系统
建立， 县教育局、 公安局、 卫生局等9
个志愿者服务队相继成立， 招募了1238
名青年志愿者。

西部计划产生了良好的“蝴蝶效
应”。 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影响带动下，
目前， 我省注册的青年志愿者已达167
万人， 全省共组织100余万人次的大中
专学生志愿者， 深入西部农村基层和受
灾地区，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 科技、
卫生服务， 有力推动了青年人力资源向
西部贫困地区有序流动。

天心区举办公益夏令营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实习生

朱涛 ） “参加夏令营， 不仅可以学到新知
识、 了解新事物， 还能结识新朋友。 我的暑
假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今天上午，
2013年“快乐诵经典·阳光伴我行” 长沙市
天心区第三期暑期公益夏令营开营， 青园小
学学生祝钰对即将开始的暑期生活十分期
待。

该夏令营活动以“中国梦” 为主题，
旨在引导青少年学习雷锋， 立德树人， 健康
成长。 活动为期10天， 开设了 《弟子规》 诵
读、 课业辅导、 才艺培训和亲子活动等课
程。 据了解， 此次活动以8至15岁社区农民
工子女、 社区困难家庭子女、 留守儿童、 品
学兼优的中小学生为对象进行招募。

长沙首批社区交通
疏堵工程将竣工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该市首批
社区交通微循环疏堵工程即将竣工。

自4月19日以来， 长沙市启动了由辖区
政府牵头， 规划、 城管、 交警、 消防等部门
参与的支路交通疏堵工程， 对城区52个社区
的124条支路微循环进行改造。 截至7月15日
8时， 已组织落实到位的微循环交通疏堵工
程共计26个社区、 38条道路， 共增设停车位
1623个； 正在组织落实到位的微循环交通疏
堵工程共计18个社区， 44条道路， 共增设停
车位970个； 其他12个社区、 42条道路将增
设停车位405个， 预计于8月中旬前全部落实
到位。

泸溪法院推出
“便民服务套餐”

本报7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焱华 杨志芳
唐波 记者 张斌） 近日， 泸溪县人民法院
审查开庭一起离婚诉讼案。 “我不同意离
婚”， 电脑音箱传出被告人永兴场乡上广村
杨某的声音。 原来， 杨某在温州务工， 开庭
日不能赶回。 经双方协商同意， 法官启用视
频远程庭审， 杨某通过QQ视频的方式参与
庭审。 庭审笔录通过摄像头经过杨某确认，
再与裁判文书一同邮寄给其签字， 最后随着
送达回证一起邮寄回法院。

今年来， 泸溪县法院创新惠民服务载
体， 推出诉讼、 庭审、 审送等三项便民服务
套餐， 把诉讼服务中心作为便民窗口， 推行

“一站式” 服务， 由有经验的法官接访， 面
对面地引导、 咨询、 答疑。 针对老弱病残和
外出务工、 经商等当事人， 采取“上门立
案、 电话预约立案、 网上立案” 等方式方便
群众。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林湘

7月9日，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 中
国文明网承办的2013年6月“中国好
人榜” 揭晓， 巴陵石化公司职工王哲
丹荣登“助人为乐” 榜单。

今年50岁的王哲丹， 大家都习惯
性地叫他“老猫”， 他笑着解释： 一
只随时准备“出击” 公益的“猫”。

1990年， 王哲丹在一次施工中，
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导致头
部、 腰部受伤， 被确认为工伤七级。
1997年， 他的妻子也因意外致头部受
伤， 达到精神三级伤残。

夫妻两个都是家中的老大， 弟妹
年纪都不大，还有4位年长的父母需要
照顾，小孩才9岁。 面对重大变故，双方
单位的领导同事， 经常来到这个困难
的家看望，给予帮扶救助。 经过一段时
间的精心治疗，王哲丹终于康复上班，
妻子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我承受了太多的关爱，我感恩于
心，我要加倍回报！ ”

从2006年开始，“老猫” 先后参加
了岳阳市巴陵关爱志愿队、 岳阳清风
义工协会等14个志愿服务团队， 这些
协会每有活动， 他必是积极的参与者
和组织者。

每月，“老猫” 都会组织志愿者和
爱心人士前往敬老院及福利院开展一
次助老、 慰孤活动， 他们陪老人晒太
阳、聊天、叙旧，帮助老人搞卫生、晒被
子，为老人修剪指甲、捶背、按摩，给老
人带去礼品，和老人一起共享团圆饭。
7年来，这一活动从未间断，目前常年
服务的对象达到300多名。

每年春运，“老猫” 会组织春运服
务队，在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处
除冰、扫雪，送姜汤、送温暖，义务为旅
客提供指路、搬运行李等义务服务。

岳阳的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康复
学校是“老猫”和他“队友”的定期联系
点，他们经常为孤残儿童带去文具、书

本、玩具和日用品，和他们一起唱歌、
游戏、补习功课，让孩子们开心、快乐！

稍有空闲， “老猫” 便会在社区为
附近的居民义务介绍家电、 自行车和刀
剪的使用、 维修、 保养知识。 “老猫”
还经常组织队友到医院陪护伤残人员、
帮助伤残人员进行康复锻炼； 地震灾区
雅安的11位小朋友前来岳阳， “老猫”
一陪就是4天， 让他们欢度了一个愉快
的“六一”。 膝下无儿女的李奶奶，
“老猫” 视如亲人， 悉心照料8年， 问寒
问暖从未间断。

……
7年时间， “老猫” 每年用在这

些志愿公益活动上的时间超过了1000
小时， 相当于每年做公益130多天。

“做志愿公益， 让我感到快乐充
实！” 老猫无限感慨地说， “尤其是
我和妻子由以前需要别人帮助到现在
也能关心、 帮助别人， 这是什么也无
法比拟的愉快收获！ 我们会活到老，
公益到老！”

在基层实现梦想
———“西部计划” 实施10年纪实

临武一村民与城管
发生争执突然倒地死亡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7月

17日上午， 临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
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与该县南强镇莲塘村村
民邓正加发生争执， 邓正加突然倒地死亡。

事件发生后， 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全力做好善后处置
和慰问工作， 全力查清事件原因。 并立即成
立了事件调查组、 群众工作组、 维护稳定
组、 善后工作组等， 立即开展工作。

目前， 在“7·17” 事件中涉事的县城管
局工作人员及事件的目击者正在接受公安部
门调查。

“老猫”的快乐公益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今天上午，
湖南洞庭苇业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陈某带领工人， 整改其
在东洞庭湖红旗湖水域“插
红旗”的违规行为，并向渔民
作出了解释与道歉。 岳阳县
东洞庭湖管委会会同渔政、
水警、 苇业公司及岳阳市江
豚保护协会， 也联合启动打
击违规扩大芦苇种植面积与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7月15日5版《洞庭
湖渔民喊“饿”》报道见报后，
岳阳县东管会及渔政、 水警
等部门高度重视， 当即召开

专题会议， 责成相关责任人
迅速行动， 就渔民反映的问
题进行摸底调查及疏导沟
通， 并做好洞庭湖资源保护
宣传。 当天下午，洞庭苇业有
限责任公司派专人分赴各芦
苇场水域，核实承包荒滩、湖
州面积，对“插红旗”违规霸
占水面的行为进行整改。 岳
阳市渔政站、 岳阳县渔政局
及市江豚保护协会也展开联
合行动， 加大了湖上巡查力
度， 严厉打击借种植芦苇捕
鱼、 干扰渔民正常生产等违
法行为， 以保障渔民的合法
权益。

《洞庭湖渔民喊“饿”》报道后续

岳阳县严查苇业违规承包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潘帅成
朱卫华 ）7月16日凌晨，49岁
的邵阳市公安局民警王克力
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 在工
作岗位不幸殉职。

王克力， 男，1964年3月
出生，一级警督，三级警长，
中共党员。 2001年10月从武
警部队转业， 一直在邵阳市
公安局大祥分局红旗派出所
工作， 现任宝庆中路社区民
警。 7月15日晚上，冒着高温
酷暑工作了一个白天的王克
力， 根据安排和另一民警在
派出所值班。 16日凌晨5时
许， 同城的双清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3名办案民警来到红
旗派出所， 请求派出所民警
协助他们到辖区的市委大院
开展一起命案的排查工作。
王克力表示“那里的情况我
熟悉”，主动要求陪同办案人
员前去排查。 事毕后，王克力

谢绝了双清分局的办案民警
用车送他的好意， 说你们抓
紧时间办案要紧， 徒步从市
委大院往所里赶。 途中，约5
点50分， 王克力又接到值班
民警小雷的电话， 电话转达
了市局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说南门口菜市场有群众报
警。 王克力随即前往处警，途
中晕倒在地。 6时16分，有市
民发现倒在人行道上的王克
力后立即报警，120急救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对其进行抢
救。 但因抢救无效，王克力不
幸去世。

据分局负责人介绍， 王
克力为人朴实、 乐于助人、
工作认真、 和辖区群众感情
很好。 他在部队及公安工作
期间， 多次被嘉奖和评为优
秀社区民警 。 王克力牺牲
后， 该所教导员雷海容说：
“他的劳动强度大， 他太累
了。”

连续工作劳累过度

邵阳民警王克力因公殉职

▲7月12日， 怀化市鹤城
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唐
某批准逮捕。今年4月25日，无
业青年唐某邀请通过微信认
识不到一个月的已婚女网友
程某去KTV唱歌。程某觉得孤
男寡女不方便，便约闺蜜吴某
某一同前往。 唱歌期间，唐趁
两女子转身点歌的空当，将随
身携带的迷药掺入两人酒水
中，待不知情的两人喝过酒昏
迷后，唐谎称两女子是其妻子
和朋友，骗取KTV经理和保安
信任，帮其将两人搀扶到楼上
的宾馆房间。 随后，唐先后与
处于深度昏迷的程某、吴某某
发生性关系。 谭才兴

▲7月11日， 时隔10年，
衡南县人民检察院再次以敲
诈勒索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
人陈月亮。2003年，陈因敲诈
勒索被害人陈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 在执行刑罚过程
中， 陈月亮身体每况愈下。
2007年出狱后， 他认为自己
坐牢是陈某害的， 决定找陈
某要钱。2007年1月和6月，陈
月亮两次找到陈某， 以精神
损失费和医疗费为名， 以威
胁手段共向陈某索要了5000
元。衡南县公安局2009年8月
在工作中发现此事并立案侦
查， 直至今年7月2日终将其
抓获归案。 贺琳

▲7月5日， 洞口县检察
院以涉嫌抢劫罪对刘某批准
逮捕。 5月20日，刘某打牌输
掉几千元钱，为还赌债和牌友
陈某决定一起去抢包。 5月22
日早上，两人骑着摩托车在洞
口县城转悠，发现有个服装店
老板娘提着包正在开店门。刘
某跟进了店内，谎称帮老婆买
衣服，趁老板娘没注意，迅速
拿起包往外跑，跳上了等候在
外的陈某的摩托车。老板娘追
过来拉住了刘某,刘从摩托车
上掉下来。陈某驾驶摩托车逃
跑了。 附近的群众上来帮忙，
刘某将一名群众踢伤后逃离
现场，后公安机关运用技术手
段将其抓获。

吴贤龙 曾美 黎建琛
▲连日的高温干旱， 使隆

回县金石桥镇五罗村2组的20
多亩“天水田”裂开了口子。 7月
9日下午，该组从小河里抽水灌
到渠道里。 全组有“天水田”的
农民都扛着锄头往责任田里
奔。 7旬老农陈昌任，家里缺少
劳力， 站在自家地势较高的稻
田里， 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往稻
田里放水。组里放水有规定，按
先低后高的顺序放水， 留守妇
女陈金花看到老陈着急的样
子， 毫不犹豫地把自家稻田的
进水口堵上， 组长陈维方的爱
人阳仁花、 女青年李玲花也先
后将自家进水口堵上。 渠水很
快升起来， 哗哗地流进了老陈
的稻田里。“三朵花”让水的事，
受到村民的称赞。 陈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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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拾零

女子携伴会网友双双受辱
男子出狱再次敲诈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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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游客在祝融峰观光游览。 衡山夏天的平均气温为20.6摄氏度， 是祈福避暑休闲的好去处。 数据显示， 6月份南岳
接待游客36.73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18.94%。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山南报记者 次仁龙布 通讯员 文贵丽 摄影报道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何国庆）今
天，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第一
阶段录退工作完成。今晚 ，省教育考
试院公布了这一批次招生高校的招生
缺额。 各高校的缺额总数为366人，其
中文史类94人， 理工类268人， 体育
（文）1人,�体育（理）3人。

统计显示， 在湘招生的本科一批
高校中， 目前还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文
史类高校15所，理工类28所。 这些高校
大多只有一两个空缺， 计划缺额主要
集中在我省的几所高校和外省的石河
子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个别高校。 其

中，文史类我省南华大学缺53人、湖南
中医药大学缺6人， 均包括机动计划。
理工类中， 我省有3所高校有缺额，数
量总计153人，其中湖南农业大学89人
（含机动计划）， 湖南中医药大学23人
（含机动计划），湘潭大学41人，为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外省高校中石河子大
学缺额最多， 共64人， 其中文史类11
人，理工类53人。

7月18日8时至18时， 考生按规定
在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查询各招生学
校缺额情况， 可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
息港（www.hneeb.cn）。 19日，将进行

征集志愿录取。 20日， 完成民族班、
预科班、 高水平运动员、 省内高校文
艺体育特长生、 定向西藏就业计划录
取后， 本批次录取全部结束。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 按
照我省政策规定， 农林、 航海、 地矿
等外省本科院校及在湘高校在生源不
足时， 可以在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20分内降分投档， 降分投档以考生填
报的最后一次征集志愿为依据。 7月
18日， 上线但没被录取的考生以及本
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的考
生， 可填报征集志愿。

高考���招生关注

本科一批缺额366人
今天填报征集志愿，一本线下20分内考生也可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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