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爱心通道

“微孝蛋糕”计划倡议：送老人一个蛋糕，陪老人过一个生日，圆老人
一个梦想，送老人一句祝福，发一条正能量微博、微信、博文或帖文。

如果你也想为“微孝蛋糕”奉献一份爱心，可汇款至：中国银行长沙市
东风路支行596�357�349�934。开户名：湖南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请务必留
言备注“微孝蛋糕”，以确保专款专用。

捐赠事宜，可致电华声在线新闻热线0731-84326425或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96258。如果你想加入“微孝大爱”公益计划的志愿者团队，欢迎
加入QQ群：109344656。

5岁“微孝小天使”刘妍杏（右一）呈上“微孝蛋糕”，为董国民爷爷（左二）庆祝102岁生日。 记者 李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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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沙县黄兴镇打卦岭
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长沙
县人社局、黄兴镇人民政府牵头，
黄兴镇拆迁安置服务中心承办的
“黄兴镇首届现场招聘会”在此举
行，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企业现场设展。 现场，企
业代表就村民关心的工资待遇、
工作时间、 工作性质等问题逐一
详细解答， 众多征地农民现场达
成求职意向。

随着城市化如火如荼地推
进，一大批重点项目的上马，这座
长沙名镇已然开了新天。 拆旧建
新，如何攻坚克难，让拆迁安置服
务、项目建设、生态环保三者协调
推进， 考验着镇领导班子的建设
智慧。

对此， 黄兴镇党委书记唐五
一表示， 该镇在项目建设的基础
上，以促进生态转型为核心，改善
民生、提升市民幸福指数；以统筹
城乡发展为抓手， 推动现代城市
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 实施城镇
建设和农村发展双轮驱动战略，
从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推动转型
发展。

安置交房惠群众

拆迁项目的迅速落实， 对安
置工作的速度提出了高要求，镇
政府必须在短期内逐步满足群众
安置需求， 这意味着来不及从头
规划和建设安置房。

为此，2011年，长沙县人民政

府决定， 以限价商品房的方式安
置拆迁户。 对进入黄兴镇的房地
产项目都设定了必须提供 20%限
价房的门槛，同年，黄兴镇首个商
品房项目新城景苑启动建设。
2012年， 由于安置任务重、 时间
紧， 经过与新城景苑项目开发商
长沙东部新城公司协商， 将该项
目限价房比例从 20%提高到
100%，据悉，该楼盘住宅总面积达
87700平方米，可安置近 1100人。

对于安置售房的标准， 镇政
府遵守统一标准，每人补偿 10 万
元，再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2800
元 /m2 的限价标准， 将限价房售
于拆迁户，每人可购 80m2。

“这不是一般的拆迁安置项
目，是按照商品房的标准修建的，

但却是以拆迁安置的限价标准售
与拆迁户， 所以我都很羡慕拆迁
户们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购到这
么好的房子。”现场一位工作人员
不无羡慕地说。

“感谢党和政府有这么好的
政策保障我们拆迁户的权益，能
分到这么好的房子， 我们对以后
的生活就放心了。”新城景苑看房
现场一位王姓拆迁户激动地说。

为加快安置速度， 去年年
末， 黄兴镇政府又果断决定，以
市场价 4238 元 /m2 回购从开放
商手中紧急回购丽景新城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启动建设，将在明
年为该镇拆迁户仍以 2800 元
/m2 的价格提供多达 9.3 万平方
米房屋。

今日， 在方兴未艾的建设热
潮中，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幸福的
新黄兴正在星城之东、 浏阳河畔
崛起。

保障民生促和谐

认购交房， 显然并非安置服
务工作的终点。除此之外，镇政府
还针对助业助能、助学、帮困、慰
问等方面制定了详细工作计划，
并逐步推进落实。

唐五一书记在采访中介绍，
“我们推行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
‘洗脚上岸、穿鞋进城’，我们的目
标是，不仅要让进城农民有事做、
有房住， 而且要让他们的医疗有
保障、子女有书读、生活有品质、
心理有适应。 ”

因此， 黄兴镇政府还通过引
导建立各种拆迁户协会等组织，
实现拆迁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并在全县率先设立了
拆迁安置服务中心， 全面负责各
项措施的推进落实。

首先是免费开展就业创业
培训，积极组织拆迁户参加上级
劳动部门举办的人才招聘会，甚
至延揽企业来镇开办专场招聘
会。 其次是积极引导具备创业条
件的被征地农民成立家政服务
公司、 保安公司等经济组织，抱
团发展，并由拆迁安置服务中心
会同各单位及拆迁户代表成立
创业领导小组，对拆迁户提出扶
持申请的创业项目进行小组审

批， 给予 5 万元以下资金扶持。
再者是通过文化教育、宣传引导
等方式，使拆迁户的素质得以整
体提升，从而实现从村民到市民
的转变。

黄兴镇拆迁安置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地铁 2 号线
光大站、 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等
一大批项目落户黄兴镇， 拆迁户
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黄兴镇政
府将会把征地就业问题作为以后
工作的一项要事长期来抓。

在助学方面， 镇政府对当年
参加高考并取得“二本”及以上高
校入学资格的特困家庭被征地人
员子女给予 2000 元 / 人的奖励，
迄今已奖励了 8名同学。

在扶困慰问方面， 镇政府按
特困、大病、养老分类进行救助，
按群众所提交材料， 依规进行扶
助， 并在上级征地补偿相关政策
未出台之前， 对因项目拆迁导致
人均耕地不足 0.34 亩的农户，每
年给予 1000元 /户的慰问。

■文 /张轩亿 刘科

民生优先 提升幸福指数

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的新城景苑小区

近日，“黄兴镇首届现场招聘
会”在该镇打卦岭广场隆重举行

“海大铝材杯”三湘环保市县行系列报道之五十八

102岁老人和5岁娃娃共庆生日
湖南首届“微孝大爱”慈善晚会举行 三湘华声开设数条通道邀你加入“微孝蛋糕”

“这么多人陪你一起过生日，
高兴吗？”当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
时，董国民老人有些哽咽，这是他
度过的第102个生日，也是最特别
的生日。

12月15日晚，由三湘华声全
媒体、 湖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主办的2013湖南首届“微孝大
爱” 大型公益慈善晚会在长沙县
开源大剧院举行， 来自长沙县幼
儿园近两百名“微孝小天使”现场
表演了《不要错过》等15个爱家敬
老歌舞节目， 并现场为董国民老
人庆祝生日。晚会还发起“微孝大
爱”系列主题公益活动之一“微孝
蛋糕 ”公益计划募捐行动，为更
多的孤寡老人送去孝心。

百岁老人爱吃糖喝酒

主持人问起董国民的长寿
“秘诀”， 他说喜欢吃蔬菜、喝酒、
吃糖，没事的时候会唱唱花鼓戏。
老人的四个子女安康， 日子过得
很舒心，他对一切都很满足。

“祝爷爷身体健康， 寿比南
山!” 陪同董国民过生日的人中，
“微孝小天使”刘妍杏嘴甜，很得
老人喜欢。

小妍杏入选， 不光是舞艺出
众， 还因为她在老师和父母眼中
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前几天，小
妍杏迎来了5岁的生日，听说今年
要和一位百岁老人一起过生日，
她很开心。晚会现场，小妍杏可爱
的微笑、 甜美的嗓音、 活泼的举
动，很容易就逗乐了董国民老人。

小妍杏说， 她们家也有好几

位老人， 她每天和爷爷奶奶一起
玩游戏，还常去老家看姥姥。小妍
杏的妈妈当天也来到了现场，她
说经常会带女儿一起参加社会活
动，也会教她《三字经》和其它一
些传统文化。

感人故事引来掌声不息

除夕夜，远在美国的女儿打来
电话问候住在长沙的父亲，通话中，
她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女儿
急忙赶回国内，但再见到父亲时，只
能对着冰凉的躯体失声痛哭。她想
起了和父亲小时候在一起的幸福
时光，更后悔让父亲独自留在国内
的时光。原来，父亲40岁丧偶后没
有再娶，独自拉扯大了她和弟弟，但
他们长大后，都在国外成家立业，父
亲因为不想麻烦子女而独留国内。
这是曲艺节目《不要错过》的故事，
引来现场掌声阵阵。

“父母为我们付出了一生的
爱，而我们，却在他们最需要我们
的时候缺席了。” 节目表演者、中
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傅辰生说，他
创作这个节目， 是为了呼吁年轻
人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回报父
母的爱。傅辰生今年65岁，他建议
老人不要总呆在家里， 要广泛参
加社区活动。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
工作压力很大，作为父母，也要建
立自己的社交圈子， 满足自己的
精神需求。

尊老爱老应成社会风气

长沙市文联副主席、 舞蹈家

协会主席易扬伟认为， 养老是全社
会的事，需要把“家庭”这个概念放
大， 让尊老、 爱老成为一个社会风
气。易扬伟说，他也只有一个孩子，
他很体谅子女的难处， 也希望通过
媒体、通过公益事业，呼吁全社会关
爱老人。

据初步统计， 晚会现场共募得
善款15491元，其中，长沙芙蓉区宝
时度美容养生馆现场捐赠1万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蒋小康 杨仕凡

加入“微孝蛋糕”，我们一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