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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荣玉） 每一
个平凡的志愿者， 都是城市一抹靓丽
的色彩。 你走在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
街道各街口， “志愿红” 随处可见，
他们忙碌在景区景点、 交通路口、 公
交车站、 背街小巷等为建设文明城市
“上色”。

位于街道高正街上的 “红五老”
驿站， 每天志愿者忙碌不停， 经过有
机更新后的长沙老街高正街如今焕
发着新的生机 ， 让许多外地游客一
睹老街风采， 来此拍照打卡， 志愿者
们总是倾情帮助每一位游客。 “请问
一下 ， 附近有名的粉店怎么走 ？ ”
“请问附近的洗手间在哪里？” “请问
我要去地铁口怎么走？” ……驿站内
的志愿者们一次次耐心解答、 热情帮
助， 受到了众多市民、 游客的点赞。
“志愿红” 穿梭在如织客流中， 形成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天心阁景区， 志愿者们站在检
票口引导来自各地的游客， 热情回应
疑惑， 疏导指引游客， 做好疫情防控
检测， 为维护景区秩序和游客安全奉
献力量。

在辖区内的各个重要交通路口，

头顶烈日的志愿者们， 大汗淋漓下却
依旧笑颜如花， 吃得苦、 霸得蛮、 耐
得烦在这些朴实的志愿者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

“您好， 请您在等候区内等候，
切勿闯红灯。” “您好， 骑电动车请
戴头盔 。 ” “您慢慢走 ， 我来扶着
您。” ……在一个个交通路口， 志愿
者们身着红马甲， 手拿劝导旗， 正在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一句句温馨
提示， 一声声耐心劝阻， “志愿红”
化身成了这座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和
宣传员， 让城市充满温情。

无论是志愿者的红， 还是志愿服
务品牌的红， 背后都是持续深入推进
文明旅游志愿服务的成果。 城南路街
道的志愿者将继续化身 “文明使者”
活跃在街头巷尾 ， 用实际行动向市
民传递文明出行、 绿色健康的理念，
点亮城市文明之光。

本报讯 （记者 刘双昀） 近日 ，
防范养老领域非法集资讲座第 24 场
走进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天剑社
区葆真堂养老院。 面对参加讲座的众
多老年人， 讲师徐琳特别提醒， 老年
人有一定的积蓄 ， 是易上当受骗群
体， 在面对高息诱惑的时候一定要提

高警惕。
徐琳介绍， 打着 “养老” 旗号非

法集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以投
资养老公寓、 异地联合安养为名， 以
高额回报、 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 引
诱老年人加盟投资； 二是通过举办所
谓的养生讲座 、 免费体验 、 免费旅

游、 发放小礼品的方式， 引诱老年人
投入资金。

徐琳提醒道： “贪小便宜是人类
的弱点， 面对 ‘免费’ 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提高自己的抵
抗力 ，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 ‘免
费’ 只不过是不法分子抛出的诱饵。”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瑶） 为了
更好地守住居民的 “钱袋子 ”， 长
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麻园湾社区
持续开展反诈宣传工作 ， 走街串
巷、 进网格入楼栋宣传普及防电信
诈骗知识。

“您好！ 我是麻园湾社区工作
人员，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一
款具备诈骗预警、 快速举报功能的
软件， 是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的 ‘金
钟罩’，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下
载安装。” 白天， 大部分居民外出上
班， 为提高工作效率， 社区将宣传重
点放在休闲广场及辖区内门店、 企业
等人流量大的场所， 逐户、 逐人协助
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对于老
年人等易受骗人群， 社区工作人员还
会现场讲解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例 ，
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疑问。

晚上， 社区工作人员、 党员志
愿者和网格员们利用休息时间， 入户
宣传发放防诈骗宣传手册， 提醒居民
不要轻信陌生人， 不贪图小便宜， 不
向陌生人汇款、 转账， 以免给个人
和家庭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并
指导居民安装和使用该 APP。

志愿者帮助老人过马路。

城南路街道

一抹“志愿红” 增亮城南文明底色
麻园湾社区
为百姓防电诈
安装“保护锁”

钟家红回忆着以前村里的风气：
大家虽然都挣了钱， 但从早上开始就
聚在一起打牌消遣 ， 每年多出来的
“无事酒” 消耗村民的人力财力， 而
置办酒席所需的人情账更是让人头
痛。

“村规民约在我当村主任时就有
了， 但那时仅仅流于形式， 做不到也
没人追究。” 钟家红说， 今年重新修
订村规民约后， “大不一样” 了。 究
其原因， 一方面是村民生活水平提高
了， 素质跟着上去了； 另一方面得益
于村级宣传到位， 大喇叭、 屋场会议
等 “天天喊、 时时讲”， 把这些理念
化、 书面形式的条约内化于心， 外化
于行。

村民眼见为实， 看到新修订的村
规民约实施后， 人居环境和乡风建设
都有了巨大变化。 带来的好处多了，
自然更加愿意遵守。

“现在村里的赈酒是能不办就不
办， 村干部带头就送 100 元红包， 大
大减轻了沉重的人情负担。” 七家塔
屋场的屋场主、 村民吴琼对民风习俗
的变化大为叫好。

38 岁的吴琼， 为方便照顾父母，
以前一直在外务工的他去年回村办

了个农家乐。 在他看来， 民约 “十二
好” 中的第四好 “邻里和睦” 让他感
触最深。

去年 ， 他家的堂屋成了屋场的
“议事堂”。 “以前大家会为一棵树扯
皮打架， 都不想吃一丁点亏。 现在有
问题大家就在屋场会里扯清楚， 当着
这么多村民， 矛盾双方也就不想因为
一点小事下不来台； 以前村里打牌的
多 ， 现在大家饭后会去广场上纳纳
凉、 跳跳舞，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就把
矛盾化解了。”

在每月一次的屋场会上， 吴琼都
会带读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处理一些
村民矛盾 。 村民自治 ， 有事共议 ，
“小事不出屋场， 大事不出村”， 成为
山羊冲村村民自豪的事。

山羊冲村党总支书记、 村主任李
育美翻着手中的村规民约宣传册说：
“我们村在村民自治方面做出了一点
成绩， 主要是村规民约制订以后实施
得好。 这些成绩都来之不易， 要改变
村里赈酒、 消遣娱乐， 甚至是居住环
境、 清明节祭拜等这些多年来的习惯
和习俗， 需要循序渐进。 我们的村规
民约在 2005 年就开始制订， 但以前
的村规民约内容和条数不方便记忆，

也不便执行推进。”
为此， 山羊冲村一直都在根据现

实需要， 不断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今
年在原村规民约 18 条的基础上， 修
改成了村规民约 “十二好”， 利用广
播、 三棒鼓、 开屋场会等形式和老百
姓进行宣传。

村规民约的实施， 助力彻底改变
了穷山村的面貌。

近年来， 山羊冲村以改善民生为
目标， 积极推进各项惠民工程落地，
投资 300 万元， 完成 284 户的光纤入
户。 电网改造变压器全村共计 20 台，
平均每 180 人享有一台， 确保了用电
质量。 争取上级资金 290 万元， 新建
集中供水点 5 处， 受益 600 多户， 共
实施危房改造 51 户 、 易地搬迁 93
户， 实现了村民 “住有所居”。 而如
今有着持续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民， 衣
食无忧 、 出行方便 ， 2020 年的人均
收入达到 18500 元。

“山羊冲村的村规民约从 2019
年的 18 条到现在的 ‘十二好’， 每一
个 ‘好’ 字后面都有着山羊冲村人苦
而深刻的记忆， 以及对幸福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 山羊冲村从一个 ‘穷疙
瘩 ’ ， 变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金 窝

窝’。” 石门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
长陈宏平评价道： “每一个 ‘好’ 都
是村民的自我约定， 又都是大家的追
求目标， 每一个 ‘好’ 都会激发村民
的内生动力， 增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的信心。”

非遗演绎村规民约
村民畅享新生活

以市级非遗的三棒鼓演绎村规民
约， 不仅有噱头， 更有看头。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到达山羊冲
村时， 路边有不少旅游宣传牌。 风景
秀美、 交通方便， 山羊冲村自然能吸
引到不少的游客。 有以万泉片区丹震
地貌为主的自然风光， 有以红岩寨、
鸡公寨等为代表的独特景观， 有近
800 年历史的朝阳观等宗教道观， 还
有近 300 年建筑历史的“郑家丰火”
等人文景观。

产业兴、 旅游旺、 腰包鼓， 这里
的村民用自己的行动勤劳致富， 逐步
现实着新农村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向往， 将村规民约“十二好” 演绎得
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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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讲座助老年朋友防范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