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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杨湛

【人物素描】
向汉春，省人大代表、古丈县断龙山

镇猛虎洲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扎
根农村基层一线， 充分发挥省人大代表
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做群众的贴心人和
领路人。

【履职故事】
乡村振兴的道路，没有捷径，没有坦

途。 不仅需要不忘初心、精雕细琢、久久
为功的绣花精神，还要长期扎根基层、不
计回报，愿意为这片土地无悔奉献。

省人大代表、 古丈县断龙山镇猛虎
洲村党支部书记向汉春正是这样一位致
力乡村振兴事业、 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
基层代表。

熟悉向汉春的人都知道， 他一直有
个愿望，要让村民“在家就能挣到钱”，如
今这一愿望即将成为现实。

猛虎洲村，是古丈县 2 类贫困村，产
业基础基本为零， 青壮年为了养家糊口
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群众富不富，

关键看干部”。 2007 年，向汉春毅然放弃
在外经商年入百万的高薪职业，回村竞选村
主任，2017年当选为村支书，十几年间带领
村民种植茶叶，养殖生猪，搞专业合作社，
引进养殖基地，2021 年更是多方筹措资
金，借助各方力量，发展村集体经济，新
修猛虎洲村农副产品 (茶叶加工 )交易中
心 1000 平方米，建成后可为村集体每年
创收 10余万元，7800头能繁母猪养殖场也
已投产，可带动村群众就业 100多人。

作为省人大代表，这些年，向汉春共
提出议案 3 件，建议、批评意见 50 多件，
其中 30 多条得到采纳。 “作为新时代的
人大代表，就是要当好人民群众的‘贴心
人’， 要扎扎实实为人民做实事、 谋幸
福。 ”向汉春说。

为了知道村民最迫切希望解决什么问
题、最关心什么问题。除了上门走访外，向汉
春习惯每天晚上到村里最热闹的活动广场
走走看看， 听听老百姓的心声，“每晚广场
行”成为他几年来征求民意的好办法。

这几年 ， 他将村民最关心电力 、道
路、建房、生活用水等民生问题作为村内
规划建设方向，多方筹措资金，先后硬化
5 个自然寨通组公路 6.85 公里，兴建 60
多万元水利设施， 基本解决全村群众人
畜饮水安全问题， 为村里各自然寨安装
太阳能路灯 178 盏。主持新修了全长 5.1
公里的铁马洲至猛虎洲万亩精品茶叶观
光园茶旅融合路。

现在的猛虎洲，村容更美了，村寨更
干净了，环境更好了，老百姓的精气神更
足了。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 向汉春也带来
了关于乡村振兴的建议，据他了解，古丈
县在脱贫攻坚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
但农业产业公路及灌溉设施配套建设不
足、产业链条偏短、农民发展内生动力相
对不足，相当一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仍
然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建议将古丈县纳
入湘西州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县， 进一步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 出台具体的举措支
持古丈县发展。 ”向汉春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柏威

【人物素描】
常硕其，省政协委员、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研究员。 多年来，他致力于农业
科研，推动种业发展，为保障粮食安全贡
献科技力量。

【履职故事】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农业科研工作

者。 从大学起，我就专注农业，希望不断
提升农业科研攻坚本领，将新技术、新成
果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延长产业链，
提高农产品质量。

担任省政协委员后， 我的第 1 份提
案是《依托农业科技优势，延长产业链发

展精细农业》，呼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 这些年，就农业科技发展等
问题，我先后提交 4 份个人提案。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 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根本。 近
年来全球种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我省
种业仍存在人才不足、科研与生产“两张
皮”、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 我一次次到
企业、 科研院所和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等单位进行调研。 去年，在省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上，我以《加强现代种业体系建
设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题作大会发言，
建议构建共享多元的种业创新体系 、繁
育推一体化的种业生产经营体系、 监管
有力的现代种业治理体系， 设立湖南种
业自主创新重大专项， 围绕种源卡脖子

问题开展技术协作攻关。 发言引起了较
强反响。

去年， 省政协委员参加网上全国政
协书院读书活动，我的导读主题是“树牢
粮食安全危机意识， 崇尚节约粮食之风”。
为让主题更深入人心，我与种粮大户、农业
生产合作社及种业公司负责人就如何让高
产优质的粮食种子送到农民手中， 如何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进行反复沟通交
流，将相关意见建议反馈至读书群，引起
广泛关注。

今年省两会，我将围绕“强化低碳农
业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固碳农业发展”提
出建议意见， 呼吁加大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慧农
业转型。

省人大代表贺军民：

传染病防治刻不容缓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人物素描】
贺军民，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娄底市娄星区卫健局党组成员、 娄星区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他把满足人民群众
对健康生活的向往作为人生的奋斗目
标， 把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当做履职
动力。 先后获得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
省优秀院长等荣誉称号。

【履职故事】
说起基层医疗，贺军民似乎有说不完

的话。 这与他 19 年如一日奋斗在医疗临
床一线有关， 这种不忘医者初心牢记百
姓健康的使命感， 在他担任省人大代表
期间，得到高度结合。

过去在病房问实情，听患者诉求。 如
今进村居拉家常，听百姓呼声。 “在与老
百姓交流的过程中， 不少人心存有病不
敢去医院看怕花钱的心理。 ”贺军民感慨
地说。

他走访全市 40 余个乡镇街道和 100
余名村居，在乡镇卫生院医师、医师及村
民群体中不断深入调研，围绕人民群众健
康、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区域医疗水平建
设等问题，提出“努力办好县域医院、积极
建设健康湖南”“加强全科医生能力建设
刻不容缓”“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和医联体建设”等建议，促进区域卫生事
业发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尤其是区人民医院开展的 “健康快
车”免费体检活动，8 年来共为全区 35 万
人民群众进行了免费健康体检，架起了上
至省级医院，下至区、乡、村的 4 级医疗联
盟新模式， 解决了大病找专家难的问题。
对于怕看病、看不起病的特殊群体，实行
疾病费用包干制， 防止因病返贫情况，巩
固脱贫成果。

今年，传染病专科建设问题是贺军民
关注内容之一。娄底市传染病防治目前主
要依靠综合性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科来承
担，传染病收治能力相对较薄弱，且综合
性医院均位于城市中心或人员密集区域，
不利于传染病的集中救治，一旦发生重大
传染病流行，可能出现隔离收治困境成为
疫情防控的短板。

为此，在贺军民担任省人大代表小组
副组长期间，以“娄星区人民医院传染专
科建设”为主题，积极争取汇报推动该项
目落地落实， 预计 2022 年 3 月可全部完
工并投入使用。

“《健康湖南“十四五”建设规划》中明
确提出， 要积极防控传染病及地方病，结
合 《湖 南 省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2016-2020 年 ）》相关规定 ，加快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每个市州根据需
要至少设置 1 家适宜的传染病医院，是全
面建设健康湖南的重要举措。 ”贺军民建
议，各地建设具有平站结合功能的传染病
专科医院，并列为重点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予以保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
万一，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推动《健康湖南“十四五”建设规划》
落地落实。 ”

省人大代表向汉春：

带动更多群众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省人大代表贺军民。
省人大代表向汉春。

省政协委员常硕其：
为保障粮食安全担当应尽之责

省政协委员常硕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