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日讯 “清响田
防洪道路续建工程正式开工！”
今天上午， 株洲河东电厂三角
片区机器轰鸣， 株洲市委副书
记、 市长阳卫国宣布了这一振
奋人心的消息。

清响田防洪道路续建工程
是株洲湘江城区河东段综合治
理工程清响田保护圈（北段）的
重要节点项目， 也是株洲市城
市交通畅通行动路网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位于株洲市石峰区
下河街， 起点段线位处沿江北
路，中段线位处下河街棚户区，

终点对接彩虹桥。 项目总投资
约2.85亿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交通道路及防洪道路两部
分。其中，道路长约950米，机动
车道标准宽度为13米； 防汛道
路长约790米，防洪堤挡墙长约
790米。 该项目建设期一年，计
划于明年10月20日完工。

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完
善株洲电厂三角片区内的交通
路网结构， 并与河东风光带道
路建设无缝对接， 为道路周边
土地的开发建设提供基本市政
配套设施。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潇雅

株洲清响田防洪道路续建工程开工

本报12月1日讯 长在美丽
的丹霞地貌上，一个有着60年种
植历史的金色脐橙， 你会为它设
计一个什么样的LOGO？ 今天上
午，“浪漫崀山 橙意满满———
2016新宁崀山牌脐橙LOGO全
球征集暨橙农子弟爱心助学公益
行动”在农博会现场正式启动。

比赛吃橙子掀起高潮

活动现场设置了“橙心橙意”
互动游戏，抽选5对情侣比拼快速
吃橙。活动吸引了不少情侣、夫妻
的驻足， 参赛的每对情侣分别剥
一个橙子给对方， 吃完最快的一
对，获得了十斤崀山牌脐橙。

“市民购买一箱橙子，我们
就会捐一块钱给贫困橙农的子
弟上学。”新宁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杨文国告诉记者。本次爱心
助学公益行动是由农工党湖南
省委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搜农坊、苏宁易购、融e购、供销
大集等电商平台发起。

农工党湖南省委会专职副
主委蒋秋桃透露 ， 该活动通过
助力邵阳市的脱贫攻坚，实现精
准扶贫， 探索“旅游+电商+扶贫
+媒体”的扶贫新模式。

万元征集脐橙LOGO

“征集起脐橙LOGO，要体
现湖湘文化特色、 讲述湖南故
事，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直观
的整体美感， 以及较强的思想
性、艺术性、感染力和时代感。”
杨文国介绍， 征集活动将评选
出特等奖一名，奖金1万元；优秀
奖3名，奖金各3000元。

LOGO征集时间为12月1日
到15日，初审时间为19日，终审
时间为24日。 需要提醒的是，应
征者寄送的材料概不退还，请自
己保留底稿。 ■记者 李琪

201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
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抗
战老兵方阵，由株洲关爱抗战老
兵志愿者协会推荐的86岁老兵
张茂宜，成为株洲地区唯一一位
参加北京大阅兵的抗战老兵。这
是协会关爱老兵的一个剪影，11
年来，株洲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协会四处走访抗战老兵，为他们
带去关爱和温暖。

“有些事再不去做，就会后
悔莫及。” 这是株洲关爱抗战老
兵志愿者协会牵头人易伟仁的
QQ签名， 也是他从事关爱抗战
老兵志愿活动的心语。易伟仁在
建设银行株洲分行工作，从小就
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尤其搜集

了许多抗战资料。随着抗战历史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正视，易伟仁
寻找抗战老兵的心愿越发强烈。
2005年，易伟仁邀请了几位志同
道合的伙伴，踏上了关爱抗战老
兵的志愿之旅。

2011年9月，攸县鸭塘铺镇91
岁的抗战老兵胡社仔不慎摔伤，由
于家里穷， 老人拒绝配合医生的
治疗。 得知消息的易伟仁立即乘
车赶到攸县安慰老人， 然后通过
网络呼吁， 一周就筹集到爱心资
金23000元，帮老人渡过了难关。

2015年8月23日，株洲县太湖
乡九狮村抗战老兵颜帮仁100岁
生日，易伟仁带着礼物来为这位株
洲地区年龄最大的老兵祝寿。

跟老兵有关的故事太多太

多。自2005年以来，在易伟仁的
牵头下，株洲关爱抗战老兵志愿
者协会在株洲地区共发现健在
的抗战老兵105名， 他们大多生
活在偏僻的农村， 经济条件不
好。通过各种途径，协会为经济
状况较差的老兵募集爱心捐款，
11年来累计达到了35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通过公
益捐款、践行志愿服务等形式支
持社会公益事业，充分表明了建
设银行已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
的未来战略、 事业来发展和推
进，作为一名建行员工，我理应
有一颗感恩的心， 回报社会，让
更多的需要关爱的人来感受这
个社会温暖。”易伟仁说。
■通讯员 张胜祥 记者 潘显璇

温暖老兵们最后的岁月
建行志愿者坚守11年寻访关爱抗战老兵

矮寨大桥上发生3车追尾“事故”，多人被困，事故车辆车头损毁严重还冒起了浓烟，情
况十分危急……这是12月1日发生在矮寨大桥应急救援演练现场的一幕，“事故”发生后，高
速交警、路政、消防、医疗人员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20分钟内救出被卡司机，安全转移乘
客，25分钟后，矮寨大桥恢复通畅。 记者 潘显璇通讯员江钻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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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娟连，1962年出生在湖南
宁乡大山深处的一个贫困家庭。
饥饿、贫穷、委屈的童年生活，让
她从小立志，努力打拼过上好日
子，尽全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承包快破产的铜选厂

创业赚到第一桶金，35岁
的吴娟连只身来到云南省昭通
市盐津县一个偏僻的山村，承
包了县里濒临破产的铜选厂，
解决了当地1000多名劳动力就
业问题。投产一年，这个以往年
年亏损的企业首次实现盈利，
产值达到1000多万元， 利税达
100多万元。选矿厂职工月收入
少则七八百元，多则上千，以前
连农药化肥都买不起的农户日
子越过越滋润。

在吴娟连的带动下， 短短
几年时间，彝良的选矿厂发展到
了35家，企业盈利率达到94%。

“财富来自于社会，应该懂
得感恩、回馈、去反哺。”吴娟连

厂开到哪里， 就为当地村民修
路建桥。

带着资金回归家乡

在外拼搏久了， 思念家乡
的感情越来越浓烈， 吴娟连带
着在外积累的资金回家乡创办
了益阳市标准件厂和吴娟连长
寿黑茶有限公司。她发现，湖南
的父老乡亲也有很多在贫困线
下苦苦挣扎。

岳阳汨罗的长乐镇，有6个
村庄建立在山顶上，800多老乡
散居在此，连条水泥路都没有，
吴娟连出资为村民修建水泥公
路。 以前上下山要花费7个小
时，现在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往
返。为方便小孩读书上下学，她
在宁乡县沩山区官山乡修了两
座桥， 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自发
称呼两座桥为“娟连一桥”和
“娟连二桥”。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贫困
家庭、 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是
吴娟连关注的重点，20多年来
她从不刻意去记载帮助了别人
多少金额和物资， 粗略一算也
有400万元以上。 ■记者 黄娟

“谢谢你们对残疾人的关
心， 替我兄弟俩解决了许多实际
困难。”12月1日上午， 邵阳新宁县
回龙寺镇峦山村7组村民杨氏兄
弟坐在轮椅上握着县残联理事长
的手感动地说。据了解，通过县残
联推行的无障碍设施改造， 他们
兄弟做饭有了方便的厨房和灶台
，如厕有了水冲式坐便器，房前地
面全都硬化，门前也安装了安全防
护栏，出门有轮椅代步，兄弟俩可
以走出蜗居二十多年的家了。

今年来， 新宁县残联共投
资40多万元， 用于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程和无障碍社区
(村)改造工程。全县有28户残疾
人家庭和1个无障碍社区（村）
率先受益。为把好事办实，实事
办好，县残联分别对村、镇两级
推荐上报的改造对象， 逐一进
行了上门走访、实地勘查，根据
残疾人家庭意愿“量体裁衣”，

充分遵循他们的“人性化”需
求，按照“一户一方案”的原则，
制定了改造方案， 并做好每个
户头的改造预算。 为帮助贫困
残疾人家庭解决更多的实际困
难，县残联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在资金投入上做了较大的追
加， 由原来的户均7000元增加
到了10000元以上，并做到了科
学安排，统筹使用，既不平均到
户，也不让悬殊过大。优先照顾
重度、老年、多重残疾或一户多
残的家庭。 此次改造主要是厨
房、浴室及厕所设施改造、地面
平整及坡化、房门改造等。通过
无障碍改造工程的实施， 有力
提高这些贫困残疾人家庭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全面改善
残疾人的出行环境和生存状
况。

■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杨坚 李中平 李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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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看着父老乡亲在贫困线挣扎”
吴娟连助困扶弱20年：选偏远地开厂招工，厂开到哪，就为村民修路建桥

链接

快给崀山牌脐橙设计LOGO，赢万元大奖
新宁橙农子弟爱心助学公益行动启动

1、 以个人形式或团队
参加， 通过邮件形式将作品
及 作 品 说 明 发 送 到
863526844@qq.com邮箱，并
附上自己的单位（个人）姓名、
联系方式、作品创意说明。

2、作品需以电子稿形式
提交，提供JPG格式的文件。

投稿要求

12月1日上午， 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 市民参加丰富多彩的吃
橙趣味游戏。 记者 李健 摄

新宁无障碍设施改造 残疾人都点赞

短寨大桥
出事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