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有德行 如水至清
———“好人”周德清系列报道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心。“好人”周德清感人事迹经《湖南
日报》连续报道后，在怀化引起热烈反响，好评如潮。

一盏明灯，一面镜子
8月5日， 沅陵县委书记刘志良专程到官庄镇看望周德清，

称赞他身残志善，是最美沅陵人。并详细询问了周德清的生活、
工作情况，叮嘱官庄镇领导，要关心支持周德清，让好人得实
惠，让好人受尊重。

刘志良告诉记者，他们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把《湖南日报》这个系列报道编成小册子，发给全
县干部职工学习，并将组织周德清事迹报告会。同时，加大对外
宣传力度，将正能量传递得更远。

怀化市文明办主任王身祥将《湖南日报》上周德清的报道
剪贴成册，认真阅读，写下阅后感：“人有德行，如水至清。周德
清孝老帮困、乐善好施、一诺千金的事迹超越了平凡，用27年的
点点滴滴筑就了一座道德丰碑。”

溆浦县委宣传部干部王继云说，湖南日报不惜版面刊发周
德清的事迹，读后深受教育，这是记者从基层挖掘出来的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真实可信，亲切可学。

官庄镇政府民政干部魏跃成这几天一到办公室，就打开电
脑，认真阅读湖南日报电子版上的周德清最新报道。他说，周德
清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平时工作不耐烦、喜欢发牢骚的
毛病，应该学习周德清，待群众像春天般的温暖。

沅陵县大学生村官孙万里把每篇报道从网上转载到自己
的QQ空间，并留下评语：周德清像一盏明灯，照亮人们追求精神
富有的道路，也坚定了我扎根农村的信念。

读过周德清事迹报道后，芷江楠木桥乡政府干部肖运媛在
日记中写道，在周德清身上，我读懂了真正的“德”，那就是对社
会、对人民的无私大爱。

彰显美德，去浊扬清
《湖南日报》“好人”周德清的系列报道，在网络和新媒体、

自媒体引起广泛关注，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纷纷
转载，网民就周德清的感人事迹发表热烈评论。

五溪论坛活跃分子“沅水小雨”留言：有钱没钱都做“济
公”，这让向钱看齐的人汗颜！

网友“山水沅陵”说，周德清的善行义举彰显了传统美德，
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通过对这样的基层人物的宣传，弘扬传
统美德，有助于整个社会去浊扬清。

一位叫“凤鸣一号”的“网虫”赞道：平凡人做了不平凡的事，
必须赞一赞这种心里始终装着别人的大爱。我通篇看到的不是高
大上的周德清，而是来自最基层的周德清，《湖南日报》大胆发掘
和宣传他的事迹，对寻常百姓都是一次感动和心灵洗礼。

新浪微博博友“湘味十足”点赞:�更多挖掘基层的好人，这才
叫传播正能量。普通人中的典型，普通人才有看齐的意愿，过于高
大往往比不上平凡的。对记者挖掘普通人中的典型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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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24℃～35℃
湘潭市 多云转阵雨 27℃～36℃

张家界 晴 27℃～37℃
吉首市 晴 25℃～35℃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27℃～33℃

常德市 多云转小雨 25℃～34℃
益阳市 晴转多云 27℃～36℃

怀化市 多云 25℃～36℃
娄底市 阵雨转多云 26℃～35℃

衡阳市 多云 27℃～36℃
郴州市 多云 26℃～35℃

株洲市 多云 27℃～36℃
永州市 多云 26℃～35℃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2 级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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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5日讯（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李爱成） 国网耒阳市供电公司
根据省党代表李主青提交反映部分偏
远村组电压较低问题的提议，对相关电
网进行改造。 至7月下旬， 改造全部完
成，保证了偏远乡村正常供电。这是耒
阳市全面推行党代会年会制，切实发挥
党代表作用的结果。

耒阳市共有省、市、县、乡四级党代
表4057人。为进一步优化党委决策，扩大
党内基层民主，从今年年初开始，该市在
全市31个乡镇全面推行党代会年会制。
党代会召开前， 各乡镇党委主动问计于
民。通过走访调研、集中座谈、发放意见
表等，充分征求党员群众意见，邀请党员
群众共商发展大计。 并按照方便党代表

联系党员群众的原则，在乡镇（街道）和
有条件的村（社区）建立党代表工作站，
通过党代表接待群众来访、 深入群众走
访等， 密切党代表与广大党员群众的联
系。耒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来， 全市各级党代表帮助解决群众关
注的难点、焦点问题300多个。黄市镇党
代表提出对严丰村建设街进行维修的提

案，解决了群众出行难。
耒阳市还进一步完善党代表联系

服务党员群众机制， 规定市委委员、乡
镇（街道）党（工）委委员要重点联系3至
5名党代表，每名党代表至少联系5名党
员，每名党员至少联系5名群众。今年上
半年，共扶贫帮困200多件，化解矛盾纠
纷1698起。

本报8月5日讯 （记者 周云武 谢璐）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望城区获悉，正在建
设中的斑马湖东湖生态湿地公园已完
成前广场与主体结构建设，今年10月可
对市民全面开放，而全省最大体育公园
谷山体育公园也已完成项目工程的
60%以上，将于年底建成开放。

斑马湖东湖生态湿地公园面积1200
亩，水面690亩，斥资近6.5亿元建设，沿湖

分布3条重要市政路； 谷山体育公园占地
约200亩，斥资3.5亿元建设，包括室外运
动场地、室内运动场馆、山顶配套用房及
其他配套设施等， 建成后将直接惠及10
万人。 这两个公园的建设是望城区2014
年“十大民生公益项目”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望城区致力于打造山水交
融、人水相亲的公园式城区。建设了湘
江、八曲河、马桥河（黄金河）滨水景观

带，谷山、乌山、黑麋峰、书堂山、麻潭
山、九峰山、狮子山等森林公园，斑马湖
（含东湖）、大泽湖、张家湖（含史家湖、
锅底湖）、重阳湖、团头湖、千龙湖等湿
地公园，逐步形成了“一江两河七山
六湿地”的大型公园景观网络。该区
的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城区建成区
500米范围内见社区绿地、街边绿园，
2公里范围内见文体公园、城市游园，

5公里范围内见湿地公园、滨水景观带，
10公里范围内见文化古镇、 遗址公园、
森林公园；农村每个集镇有1座公园，每
个村有1个乡村憩园。

牵手希望 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曾令康

8月5日清晨，来自汉寿县一中的40名高一新生和6名教师，结
束了为期20天的北京大学工学院教育扶贫“牵手行动” 培训活动
后，顺利回到常德。教师代表陆专激动地说：“这次活动对我们今后
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大有裨益，每个人都不虚此行。”

本次由北京大学工学院发起的教育扶贫“牵手行动”，旨在
面向贫困地区培训师生， 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
养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开阔眼界，拓宽知识视野，找到好的学习
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让贫困地区的优秀学
子能和大城市的优秀学生站在同一条线上起跑。每所学校培训
学生40名，培训时间20天，培训内容涵盖学生心理、励志、学习
方法和学科知识以及参观北京名校和著名旅游景点，培训教师
由前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工学院著名教授、学者和北京名
优教师组成。20天培训结束后，通过“全景学习远程授课”平台
进行跟踪辅导。

7月17日，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教育扶贫“牵手行动”培训活动
的第一天。当天，来自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
远县，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株洲市茶陵
县，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260名初三学生和39位青年教师，在北
京大学志愿者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圆明园、居庸关长城。

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以每天一到两场的频率，
为大家分别讲授了“什么是数学”、“历史学习”、“阅读与欣赏”、

“高中英语学习策略”、“如何学好语文”、“让我们的孩子爱学习
会学习”、“幸福背后的博弈”、“生物是什么？能做什么？”、“培养
认真能力，提高学习成绩”、“生活中的流体力学”等课程。20天
里，除了每天都能聆听到高端、前沿的培训课程，大家还能近距
离地参观体验诸如湍流与工程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军事博物
馆、自然博物馆等设施和场馆，且每天都要完成规定的武术及
武术文化课程。为了陶冶同学们的艺术情操，“牵手行动”项目
组还特意邀请了中国老年报书画院的各位书画大家为大家讲
解书法与国画。

家住汉寿县周文庙乡的汉寿一中高一新生刘堃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 一是使他明白了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有集体意识，二
是放飞了考入北大的梦想！

汉寿一中教师田亚玲对记者说：“这次活动激发了同学们
的斗志，培训结束后，几乎每个参与的同学都想考北大。这次培
训活动的课程安排十分合理，很多课让师生受益匪浅。一场接
着一场的精彩讲座，既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又能让我们与实际
教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学生们从北大志愿者身上获得很多前行
的动力，特别是高中三年的跟踪服务，使得获得了难题解答的
新途径。我认为，这次活动，有些东西能真正影响到他们一生。”

“鱼水”新篇映桥头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宋伟

7月30日，落日余晖中，一轮弯月早早挂起，在
张家界市永定区桥头乡政府院内，却人声鼎沸。与
往日一样，晚饭过后，雷打不动的篮球友谊赛正在
举行。

当天是乡政府干部篮球队对阵应邀而来的区
委宣传部篮球队，场上队员们个个挥汗如雨，半场
过后，不分伯仲。记者也忍不住“球瘾”跑上了场。
下半场， 还是乡政府干部队平时操练较多， 体力
强，最终以微弱优势取胜。

繁星点点，月儿高挂。赛后歇息时，乡党委书
记孙劲峰告诉记者，乡里17名干部，上班日全部留
守，不再“走读”，为丰富干部业余生活，文化站专
门添置台球、乒乓球、篮球、象棋等文体器材，成立
各类文艺代表队。相应的各村也组织成立代表队，
下班后大伙聚在一起，相互切磋，丰富生活、交流
感情， 一开始留在乡里不习惯的干部， 大多有点

“乐不思蜀”了。
简单洗漱后，趁着月色，孙劲峰书记和胡午阳

乡长去梅家坪村布置安排集镇环境治理工作，记
者一同前往。

梅家坪村主任刘纪平是村里的党员致富带头
人， 在集镇里开了一家副食品批发店。 他告诉我
们，干部取消“走读”是教育实践活动“立行立改”
的表现，“村民办事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出现问题
特别是遇到突发紧急事件能及时解决。”

刘纪平向记者讲述两件记忆犹新的事情，一
是今年4月初一晚上9时， 集镇上的鼎盛套房家具
厂失火，政府干部10多人闻讯后，立即开着集镇洒
水车赶来救火，挽回财产损失约10多万元，等20多
公里外的消防车赶来，火已经扑灭了。

7月17日晚的一场暴雨，因乡医院施工，集镇排
水不畅而积水漫淹。情况紧急，住在政府机关的17
名干部出动，与群众一起冒雨挖沟排水，并从临近
乡镇调来挖机作业，奋战一个多小时，排除险情。

“干部和群众打成了一片。”村民徐正君是村
仗鼓舞队队员，她说，政府干部取消“走读”后，我
们个个都能叫上名字了，像仗鼓舞队，书记就是旗
手。而球场上，分不清谁是书记、乡长谁是村民。

记者在基层

把外面世界带给山里孩子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8月4日，深山中的新化县奉家镇报木小学，传出了孩子
们阵阵的欢笑声。与往年山村小学的沉寂假期不同，手工、音
乐、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课外讲座，让山谷中的孩子们接触到
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

报木小学是奉家镇近10所袖珍学校之一，唯一的教师段
同山坚守深山20多年， 承担全校3个年级共25名学生的全部
教学任务。2011年9月，本报曾以《师魂，在孤独坚守中闪光》
为题，在市州新闻头条报道过段同山老师的事迹。从此，报木
小学的名字飞出了深山，引起了天南地北的人们关注。报道
后，港商张宗良先生出资改造了小学教学楼，让师生们彻底
告别了危房。

由于长期以来，学校只有段同山一名老师，同学们除了
必要的文化学习外，课外活动不多。为了让山里孩子们也能
了解城里孩子的学习生活，今年7月初，江西萍乡的志愿者钟
凯通过网络与段同山老师取得了联系， 并连骑7天自行车赶
到了报木小学。与此同时，广东的方蕊、湖北的李冠琦、河北
的尹素雅、 省内湘潭的贺奔等4位女志愿者也先后赶到报木
小学，大家各自发挥特长，给孩子们开设了音乐、美术、舞蹈、
手工讲座达20多次， 除了报木小学全校25名学生全体到齐
外，还吸引了外校31名同学翻山越岭来参加。

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多彩假期，山里乡亲们也给志
愿者们带来了全新体验，除了雄浑秀丽的山区美景外，每天
都有乡亲们热情邀请志愿者们到家做客。组织者钟凯说：“在
这里，不仅看到了神奇的自然之美，更感到了山区乡亲纯朴
的人性之美，这样的人生体验，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乡镇党代表履“实职”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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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泸溪县浦市古镇，游人观赏美丽荷花。近日，浦市130多亩荷花竞相怒放，成为夏盛时节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吸引了省内外数万游客。 向民贵 张克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