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休干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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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祯媛） 仲
夏时节， 阳光明媚。 出长沙城往北约
60 公里， 顺着东八线一直走到尽头，
大约车行 1 小时便到了长沙县开慧镇
锡福村， 这三面环山的小山窝层林叠
翠， 幽静淡雅， 陶醉着游客。 一幢幢
民居错落掩映在翠竹绿树中， 虽不奢
华， 但也精致得有模有样。

6 月 10 日， 长沙市观沙岭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站组织 160 余名
军休干部前往锡福村开展以 “惜福·
锡福———乡村振兴游” 为主题的出游
活动。

活动中， 军休干部一行先后参观
锡福村党建基地、 特色民宿及大明湖
生态公园等， 一路上， 大家边看、 边
听、 边议， 收获良多。 涓涓细流清澈
见底， 两旁山上绿意盎然， 军休干部
们取景拍照、 合影留念， 采摘杨梅，
兴致高涨。

“您慢点， 我扶着您。” 观沙岭
军休站工作人员闵钟锐利索地从车后
备厢搬出轮椅， 熟练地将八旬军休
干部霍起连扶到轮椅上。 “这里风
景不错， 在军休站同志们的帮助下 ，
我坐着轮椅去了不少地方， 每次站里
都安排专人负责接送陪护。 我和老伴
衷心感谢军休站的关怀！” 霍起连开
心说道。

“这是我们小时候用来舀米的竹
米升， 上山采茶时用的茶凳， 还有饭
篮、 把桶、 打石锤、 织布机……” 军

休干部们来到锡福村历史文化陈列
馆， 里面摆满了过去农民常用生产工
具， 还陈列了斗、 升、 茶壶等生活用
品。 “这里的每一件老物件， 每一张
老照片， 还原的是一段曾经生活的轨
迹， 凝聚了老一辈人的劳动精神和光
荣传统， 让我们能够重新忆起过去的
历史文化， 非常有意义。” 军休干部
陈罗庆激动地说。

军休干部们沿着大明湖畔漫步，
几栋温馨别致的房屋让人驻足， 它们
与自然融为一体， 坐落在绿水环绕的
山凹之中 ， 这便是大明湖民宿区 。
“这里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独
留一份原生之态 ， 湖光山色美不胜
收 ， 而且包吃住也很便宜 ， 物美价
廉。” 军休干部们积极添加民宿老板
微信， 表示以后要带家人一起来亲近
自然， 享受宁静欢乐的休闲时光， 为
家乡的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通过开展本次活动， 让军休干部
实地感受了该村美丽宜居的乡村建
设新风貌， 领略了人水和谐、 绿色生
态、 宜居宜游的生态文化风采， 详细
了解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果等情况。 他们
纷纷表示， 乡村环境美、 生态好， 今
后将发挥余热， 主动参与到地方建设
上来， 过上有价值的晚年生活。

近年来， 长沙观沙岭军休站全面
落实军休干部 “两个待遇”、 高标准
做好服务管理工作的同时， 紧扣时代
发展需要， 引导军休干部发扬 “离岗
不离志、 退休不褪色” 的优良作风。
站长肖伟宏说 ， 该 站 依 托 开 展 红
色 宣 讲 、 政 治 学 习 、 志 愿服务 、
外出采风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
动， 在同频共振中凝聚军休力量， 谱写
军休干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美丽
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艳） 近
日，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军
区社区开展读书分享会， 社区志
愿者、 军区社区老年大学党员、
学员等 4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在社区志愿者周利辉
的诗朗颂 《沁园春·雪 》 中拉
开帷 幕 。 社 区老年大学二胡班
75岁学员杨建润带来的诗朗诵 《爱
我中华》， 或高亢激昂， 或低吟浅
唱， 令观众产生 强 烈 的 情 感 共
鸣 ， 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 模
特 初 级 班 78 岁 学 员 廖丽玉和
谭巍为大家带来诗朗诵 《老有老
的骄傲》， 让大家不由得开始羡
慕老年生活。 分享结束后， 廖丽
玉深情地感慨： “我们人虽然老
了， 但心还年轻， 我们正在老年
大学践行着， 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读书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能够和
大家在一起分享喜爱的书籍， 是
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要传承
红色基因， 弘扬优良家风， 不忘
初心 ， 以实际行动做好本职工
作， 为社区发展献计出力。” 学
员党员陆晓玲说道。

书香盈满人生路， 不忘初心
读好书。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
道军区社区党委书记徐香说 ：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通过读
书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员的思想
觉悟， 还增强了老年大学的凝聚
力和学员的归属感， 在校园内营
造热爱读书的文化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何蓉） 6 月 13 日
上午，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南大桥
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 党员干部在
社区二楼会议室 ， 开展廉洁教育活
动， 活动由赤岭路街道武装部长、 南
大桥社区联点领导韦向怡主持。

会上， 韦向怡从如何立足岗位、 实
现知行合一四个方面入手， 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知行合一的理念， 即 “知是
基础 、 是前提 ， 行是重点、 是关键，
必须以知促行、 以行促知， 做到知行
合一”。 并结合岗位实际， 要求全体
党员干部能够读原著， 悟初心， 经常
自我反省， 深学、 细思、 笃行， 从知
行合一的角度去审视自己、 要求自己、
检查自己， 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自律，

在历练中担当， 在担当中成熟， 守住
底线， 清正廉洁。

此次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的开
展， 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的勤政廉政
意识， 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
力 ， 坚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决心。
与会党员干部表示， 会以案为鉴， 守住
底线， 不越红线， 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本报讯 （通讯员 杨铝） 近日 ，
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轩辕殿社区
联合长沙普消消防培训中心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 辖区各企业、 五小门店、
网吧 、 娱乐场所 、 宾馆负责人等共
50 余人参加 。 此次培训由消防安全
培训中心教官魏国敬主讲， 培训现场
气氛热烈。

在培训班上， 魏国敬从筑牢安全
防线的主题出发， 分别就如何树立消
防责任意识、 清除消防安全隐患、 初
期火灾扑救、 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
用、 火情紧急情况处置、 火灾应急疏
散常识等方面进行全面培训。 通过大
量的事故案例和视频图片， 对消防安
全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引用的

案例发人深省， 事故画面触目惊心，
让每位参训人员深刻感受到火灾的无
情和消防安全知识的重要性。

安全第一践于行， 防患未然贵于
恒。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 提高了全体
单位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
的应变能力，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
提高自救能力打下扎实基础。

党建公园的面貌焕然一新。 绿树
成荫的午后， 记者看到居民们三三两
两坐在新增加的休闲桌椅上， 聊家长
里短 。 一个 “巴掌大 ” 的公园里有
10 张椅子、 6 个棋牌桌、 一个休闲长
廊， 可谓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惬意享安居

老旧小区的改造重新点燃 “恋
家” 情愫， 让人既亲历小区变身后的
颜值飙升， 又感受居民们的满面春风。
道路 “白改黑” 后， 路面变得平整了；
更换了水管后， 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屋
顶积水、 一楼返水的问题了……如今

走在小区里， 总能感到整洁又亮堂。
前不久， 火星一片小区居民代表

来到社区， 送上一面印有 “情系居民
办实事， 尽职尽责解难题” 的锦旗，
对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所做的
努力表示感谢。

“我是隔壁小区的， 我们小区有
几个邻居知道公园改造后， 常喊着来
公园玩， 我也经常带小孙子来， 现在
公园路面平整， 又增加了许多桌椅，
让我们老年人多了个休闲、 散步的好
去处。” 居民陈娭毑笑着对记者说。

提质了， 小区的交通更方便了，
车辆都自觉地规范摆放， 以前狭窄的

道路变得宽敞明亮了， 晚饭后出门散
步的居民越来越多， 大家的交流也越
来越多， 小区居民相处和谐， 大家的
日子越过越甜。 “小区以前脏乱差，
很多居民都想搬走 。 如今小区变美
了， 住这心旷神怡。” 火星一片小区
的居民对小区的变化感到非常满意。

凌霄社区聚焦居民最急、 最忧、
最盼的民生问题， 着眼城市长远发展，
改造后的小区， 不仅 “面子” 光鲜亮丽，
“里子” 也很殷实。 整齐划一的车位，
规范停放的车辆， 漂亮美观的绿化，
一一向居民们展示着提质改造的成
果， 述说着老旧小区的新故事。

观沙岭军休站 汇聚军休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南大桥社区 学习知行合一， 筑牢廉洁防线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轩辕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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