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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转小雨 11℃～15℃

吉首市 阴 11℃～15℃
岳阳市 多云转阴 11℃～18℃
常德市 晴转多云 9℃～18℃
益阳市 多云 10℃～19℃

怀化市 多云转阴 13℃～18℃
娄底市 多云转阴 9℃～14℃
邵阳市 多云 12℃～19℃
湘潭市 多云 12℃～20℃

株洲市 多云 10℃～20℃
永州市 多云 13℃～19℃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4℃～20℃
郴州市 晴 7℃～21℃

今天多云转阴天，明天阴天有小雨
南风 2~3级 7℃～19℃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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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各位村民， 请大家注意火灾， 严禁
小孩玩火， 必须做到人离火灭……” 1月2
日晚上9点钟， 溆浦县岗东乡乐园村66岁
的残疾五保老人何维明与往日一样打着手
电筒， 举着大喇叭， 一瘸一拐地走在幽静
的小巷里打更。 “老何这个人了不起， 自
己身体不方便， 但是为了提醒村民防火，
义务打更18年， 去年底获得了全国119消
防奖，” 当晚在该乡采访， 该乡党委书记
杨修文告诉记者。

毛遂自荐义务打更
1949年12月出生的何维明， 因生病

落下终身残疾。 后来， 他父母先后去世，
留下了他孤单一人， 至今未娶上媳妇。 乡
政府将他确定为五保户。 每次逢年过节，

乡村干部都会前去慰问他， 周围邻居对他
格外关心。 何维明说： “我虽然是个五保
户， 可我感觉很温暖。”

1996年11月的一天， 该村院落后山
起火， 烧毁了一片树林。 大火扑灭后， 村
干部查明火源是由上山玩耍的人丢弃的烟
头引燃所致， 决定推行“打更” 的办法，
提醒村民注意用火用电。

“这个办法好是好， 可是没钱付‘打
更’ 人的工资。” 在村干部为此事犯愁时，
何维明毛遂自荐,“让我来打更吧， 这点
小事我能做。”

风雪无阻夜夜巡逻
2008年初的一场大冰灾， 让乐园村

停电2个月。 天寒地冻， 该村村民刘健在
家里生炭火取暖， 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熄
灭， 导致厨房起火。 何维明“打更” 巡逻
路过发现之后， 及时叫来周围村民， 将火

扑灭。
每到冬天， 一些邻居都劝他，“路上结

那么厚的冰，路面实在是太滑了，还是不要
出去打更了。 ” 何维明反而觉得越冷越要
去，“天冷的时候， 村民烧炭火的就会烧得
更多，稍不留神就会疏忽大意。 ”

为了防止路面滑， 何维明专门自制了
一个拐杖， 在拐杖上加了个铁皮来稳固。
尽管精心准备， 何维明还是会经常摔跤。
有一天晚上， 他打更走到岗东大桥上一不
留神就翻了个底朝天， 许久也爬不起来。

18年来， 何维明风雪无阻打更巡逻，
避免火灾发生20余起， 让当地村民安心
睡觉。

“有钱没钱无所谓 ，只要
大家安全”

村里人看到何维明义务打更很辛
苦， 一些村民主动向村干部反映， 要村

里给何维明补助了一点电池钱。 何维明
说： “有钱没钱无所谓， 只要大家安全，
我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何维明的年纪大了， 身体不如以
前， 声音也越来越沙哑， 村干部心疼地
说： “您老已经奉献了这么多年了， 不要
打更了， 在家里好好呆着享几天福吧。”

面对村干部的劝说， 何维明说： “只
要还能走得动路， 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不
然对不起党和政府、 村里人这么些年来对
我的关心和照顾！”

湘潭高新区
助群众实现
“微心愿”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王小娟
刘澜）“没想到我提的这一小小心愿刘书记帮我实现
了， 这个冬天将不再寒冷。” 2014年最后一天， 家住
板塘街道摇钱社区身高不足1.2米的居民郭幸池从湘
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硕科手中接过两床棉被,手不
禁有点颤抖。 这是湘潭高新区各界帮助困难群体实现
微小心愿的一个缩影。

“微心愿” 是社会困难群体的微小心愿。 为帮助
辖区留守儿童、 孤寡老人、 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实现
心中的微小心愿， 今年7月初， 湘潭高新区团工委在
党工委和高新区志愿者服务总队的指导下， 与辖区各
群团组织配合， 在社区或村委会设立志愿者 （义工）
服务联系点， 并成立了5支“社区帮帮团”。 社区帮帮
团主要负责征集社区困难群众的“微心愿”， 定期组
织志愿者、 义工和园区企业家以及各方爱心人士到社
区开展“一对一” 志愿服务活动， 帮助群众实现微心
愿。 活动中， 高新区团工委还通过自媒体“湘潭高
新” 微信平台、 《湘潭高新》 进行宣传， 发动各方爱
心人士到社区认领心愿， 促成群众愿望的实现。

微心愿活动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志愿者来
了， 义工和园区企业家来了， 各级干部来了， 得知这
一活动的辖区外爱心人士也来了。 截至目前， 高新区
社区帮帮团共收集心愿312条， 认领心愿229条， 实
现心愿211条。

张家界
为百姓提供
“精准服务”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唐
莉） 1月1日一大早， 张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街道办
事处龙门社区的刘继汉老人家里就来了客： 社区党员
志愿者李清平来给他送新的户口本和低保手册。 空巢
老人刘继汉今年75岁， 刚迁来龙门社区， 腿脚不好，
为迁户口和低保的事儿犯了愁。 李清平得知老人困难
后， 二话不说， 跑了两天， 把老人的事办妥了。

近年来， 张家界市把“服务” 作为贯穿社区党建
工作的一根红线， 在全市社区全面开展“三联四建”
活动， 通过实行“领导干部联系社区、 职能部门联系
项目、 党员干部联系居民”， 重点建好“社区综合服
务平台、 社区综治管理平台和社区工作者队伍、 社区
志愿者队伍”。 要求各社区以单位或居民小区为单元，
划分城市管理网格。 每个网格安排专人负责采集更新
数据， 上传社情民意， 绘制住户信息、 综合治理、 设
施分布等10多张民情图， 把民情信息“绘在图上、
记在心里、 抓在手上”， 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 如
今， 全市城区5.5万户居民“一户一个电子档”， 实现
信息“大数据” 的联动共享。

该市一方面通过“社会注册志愿者定期招募”，
一方面推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 建立一支社会
化、 专业化、 规范化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依托这支队
伍， 开展以“小家政、 小诊所、 小餐桌、 小卖部、 小
课堂” 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区“五小” 建设， 设置

“一站式” 服务窗口， 打造服务半径为15分钟路程的
“服务圈”， 全面织就了一张细密的社区服务网。 据统
计， 2014年全市共投入帮扶资金1397万元， 建成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35个， 社区服务站42个， 便民服务
网点328个； 已建立116支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会注
册志愿者达6722人。

衡阳县农民喜领
首批社会保障卡

在外打工， 用社保卡
汇款， 不收手续费和年
费，很方便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现在我们和城里
人一样， 也领到了社保卡。” 今天， 祖祖
辈辈靠种地吃饭的衡阳县西渡镇英陂村
村民刘美云喜洋洋地从镇劳动保障所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社保磁卡， 脸上堆满了
笑容。 “我们可用社保卡缴纳养老金、
领补助， 出门打工， 用社保卡进行汇款，
不收手续费， 也不收年费， 很方便。”

今天， 衡阳县社会保障卡首发仪式
在西渡镇英陂村举行， 48位村民作为全
县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的
持卡人， 现场领到了磁卡。

为做好社保卡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衡阳县人社部门早部署， 早行动， 积极
深入西渡镇英陂村各个村民小组， 广泛
宣传发动群众， 严格按照社会保障卡要
素要求， 迅速将参保人员户籍信息、 居
民身份证、 相片等资料及时收集汇总上
传， 认真做到上传数据真实完整。 待制
卡成功后， 逐一清理比对， 确保无误后
实施集中发放和上门发放。 发卡时， 结
合享受待遇人员的生存认证， 以及未到
龄人员的续费工作一并实施。 作为电子
身份凭证， 社保卡记录参保人的基本信
息和社会保障业务各种信息， 持卡人可
以凭卡办理各项社会保障业务， 查询社
保费缴费情况。 可到定点医院进行住院
结算， 药店购药； 可到银行缴费和领取
社保待遇。 同时社保卡又是银行卡， 持
卡人到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 在使用上
与银行借记卡一样， 免收年费和小额账
户管理费。

湘潭启用公交一卡通
以后将可用于出租车、公共

自行车、城际公交和城市轻轨支付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以

前出门必须要带着两张卡坐公交， 每张卡还必须根据
相应的公交车才能使用。” 湘潭市民周晓芳在该市定
居已经13年了， 出门首选的交通工具便是公交车。
今年1月1日， 湘潭正式启用公交一卡通， 只需持有
此卡便可以乘坐市区内所有线路的公交车。 “现在两
卡合二为一， 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周晓芳如是
说。

2013年年底， 该市对所有公交系统进行改革。
原有的8家公交公司整合成2家公有公营公司， 但是
公交卡却没有统一。 市民在乘坐公交车前， 必须先辨
别线路所属公司， 才能判断是否能够刷卡消费。 同
时， 不少市民还反映之前的卡易折损、 消磁， 换卡频
率较为频繁。

“湘潭交通卡除了可以在市区内所有公交车上使
用外,今后,还将实现出租车、 公共自行车、 长株潭三
地城际公交和城市轻轨等多种交通方式一卡通行的目
标。” 据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荣介绍,根据目前的进
展,预计2015下半年,湘潭交通卡即可在该市1600台
出租车上使用,实现车内刷卡和打印发票消费； 同年
底,随着三市公交系统并网,市民持该卡在长株两地也
可畅行无阻。

李治

元旦小长假期间，欧阳净女士约朋友
吃饭，将地址选在了长沙坡子街靠近湘江
边的八吉祥禅茶素食馆。

跟隔壁熙熙攘攘的谭王食府比起来，
素食馆是另外一番雅致风韵。里面的装修
是古典风格，窗明几净，琴声悦耳。

喝茶人轻言细语， 就餐客不事喧哗，
各有各的小天地，各有各的好心情。 置身
其间，身心安宁。

素食馆各具特色
坡子街新开张的是八吉祥的分店，老

店在开福寺西侧经营了上十年。最早是为
吃斋念佛的香客提供方便，近些年随着素
食的人增加，也有了向商贾云集处进军的
底气。

在长沙，小有名气的素食馆不下七八
家，各具特色。 如八吉祥两家店都有浓厚
的藏地文化氛围，唐卡、转经筒和藏茶等
西藏元素都让人流连忘返。八吉祥的老板
娘陈密子告诉记者，正准备开设藏地瑜伽
培训班。 她近年来常去西藏寻师访友，熏
染当地文化气息，修习正宗的瑜伽术。

妙如莲素食馆藏身在中山亭附近上
城金都高楼中，也是古香古色的风格。 客
人不需要点菜， 厨师会根据客人的多少、

口味的浓淡配出分量刚好的素菜、点心和
茶水。 最大的特色是，这里没有人收餐费，
客人可以凭自觉投钱到一个功德箱内。

开福寺对面去年开张的“素味平生”
主打素菜和香道。 各种特色的香味，让人
心旷神怡，股东之一的喻均华钻研香道多
年，介绍店名的寓意是“素食有味，平安一
生”。 古人抒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这
里好像已经得了真传。

静心莲是迎宾路上新开的素食禅茶
馆，老板娘常在全国各地挑选放心又可口
的有机食材。 开业以来一直生意兴隆，最
近订包厢需要提前几天预约。

秦皇食府、华悦酒店等长沙的不少大
小酒店也都承接专业素食。 尽管风格不
同，但素食经营者都很用心。

素食者越来越多
素食餐馆渐渐兴旺，有较为广泛的社

会基础。
元旦节前结婚，新郎李旭安排赴宴的

客人在华悦大酒店吃素菜，宾主尽欢。“怕
别人说我们小气，其实也没有什么。 ”席散
后，让在湖南大学当老师的新娘彻底松了
口气。

素食婚宴在长沙不算新鲜事，自五年
前出现有公开报道的第一例以后，当地已
有近十对，全国各地也时有媒体报道素食
婚礼的消息传来。

素食者中，因为健康因素选择素食的
也不在少数。 资深媒体人龚磊本科研读的

是中医，自幼多病，学医后过上素食为主
的生活，辅以易筋经、辟谷等古老养生术，
现在连身体亚健康状况都没有。

不少人担心素食的营养问题。 家住
西长街的王奇玲阿姨对此不以为然，称
素食提供的营养已经足够。 她吃素已有
十余年，身体比不吃素的先生要好很多。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血
管内科主任肖长江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他认为现代社会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大多来自于大鱼大肉的饮食习惯，癌细胞
最易于繁殖的对象，正是偏食肉、鱼类及
酸性食品的患者。 如果这些患者仍然大量
摄取这些动物性食品， 血液成了酸性，正
是癌细胞的温床。

湖南反射疗法老专家柳才久也持类
似的观点， 认为粗茶淡饭是一种人生境
界，偏素食的结构更显合理。

长沙的素食者中， 还有不少时尚人
士。 早两年，可可广告的董事长周煜倩和
朋友吃过一次专业素食， 感觉肠胃很舒
服，现在时常把素食馆当成朋友聚会和商
务洽谈的好地方。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
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肖长江告诉记者，因
为各种原因， 素食还会受到更多人的欢
迎，这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是素食的意义
得到更多人接受和认可，另一方面这也是
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体现。 从大环境
来看，这也是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
结果。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义务打更十八年

———记全国119消防奖获得者何维明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本报记者) 1月2
日下午17时10分左右， 湖南柿竹园有色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柴山钼铋钨3000吨/日
技改工程之柴山工业广场在建机修配套
设施在进行现浇封顶时， 发生脚手架垮塌
事故， 造成11名现场施工人员被困。

事故发生后， 湖南省、 郴州市各级领
导高度重视， 立即作出指示， 要求相关单
位迅速组织科学救援， 尽最大努力确保人
员安全， 迅速查明事故原因。 郴州市、 柿
竹园公司、 苏仙区、 白露塘镇各级领导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 并在现场成立应急救援
指挥部， 组织抢救组、 维稳组、 技术组等
救援队伍200余人， 抢抓救援黄金时机，
利用生命控测仪、 切割机、 挖掘机等救援
设备， 通过人工搜寻、 人手挖掘等方式，
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截至1月3日14点30
分， 11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搜出， 其中5人
已送往医院救治， 6人不幸遇难。

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湖南郴州发生
一起垮塌事故

1月2日， 江永县上甘棠村游人如织。 元旦假期， 不少游客选择到民俗风情浓郁的古村落游玩， 感受民族文化。
何红福 刘黎萍 摄影报道

素食引领长沙健康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