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现场

社区2 2022.11.23 |�责任编辑 曾金春 |�美术编辑 王婷 |�投稿邮箱 jinyingbao110@163.com

在校园里， 常常可以见到周
美玲拿着相机走走拍拍 。 “你
看， 这是我们家养的狗狗， 特别
乖巧。” 面对记者， 她拿出手机
开心地分享着自己拍摄的一张张
照片， 多彩图像的背后是珍藏的
喜悦感动。

周美玲善于从各种小细节、
小事物中发现生活的乐趣， 并开
心地将它们记录下来 。 除了照
相、 摄影， 发朋友圈也是一种表
达自我的方式。 有趣的人， 要有
发现趣味的眼睛和感知趣味的灵
魂。 在周美玲看来， 有趣是一种
生活态度 。 “它意味着积极乐
观 ， 更饱含 ‘举重若轻 ’ 的哲
思。” 她说。

追求理想是最动人的旋律

在周美玲心中， 新青年要有
目标 、 有理想 。 “上初中的时
候 ， 我就想成为一名老师 。 现
在， 我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 ，
向成为人民教师的目标又迈进
了一步。” 她说， 能把一生奉献
给教育事业， 是一件特别有意义
的事。

进入大学后， 周美玲感觉整
体环境比初高中时更加自由， 也
因此更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自律
精神， 在学习上 ， 更是一点儿
也马虎不得 。 “现在我最喜欢
的课程是法学概论 。 老师会引
用大量实例 ， 讲得特别生动 ，
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 还让我
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教学技巧 。”
她希望， 以后有机会可以用学到
的法学知识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
比如提供法律咨询、 开展普法宣
传等。

即便觉得当律师可能比老师
更 “好玩儿”， 周美玲还是想要
和孩子们在一起 ， 守护他们成
长。 “现在我每天认真学习， 努
力提高自己， 就是希望有一天 ，
我能站上讲台、 走进课堂， 做孩
子们的良师益友。” 她说 ， 学高
为师 、 身正为范 ， 若能成为老
师， 也会注重引导孩子们练就宽
阔的心胸、 培养高尚的情怀， 继
续传承好发扬好雷锋精神， 这不
仅有益于个人的成长， 也关乎民
族的未来。

周美玲坚定地表示， 不管将
来还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 都
将积极面对， 在追求理想的路上
勇往直前。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曾金春
通讯员 张霞

近年来 ， 芙蓉区以 “党建聚合
力” 工程为统揽， 以 “芙蓉夜话” 搭
建起一个民、 企、 政共话发展平台，
优化营商环境 ， 提高服务效能 。 11
月 19 日， “芙蓉夜话·火星篇” 在火
星街道办事处一楼大厅举办。

芙蓉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杨光
华， 芙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蒋苒， 湖
南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彭
耀荣等领导出席 ， 火星街道党工委
书记欧转 ， 街道办事处主任廖侃参
加。

干在实处， 谋在长远。 为更好地
服务驻区企业 ， 宣讲相关招商引资
政策 ， 搭建企业共驻共建活动交流
平台， 火星街道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落实 “双报到” 政策。 此次火星街道
与茶常高速公路的合作， 是创新与优
化营商环境的同频共振 。 2020 年以
来 ， 火星街道先后引进省高速公路
项目 8 个， 注册项目开发公司 7 家。
茶常高速公路是湖南省高速网络规
划重点项目之一 ， 系省级高速公路
项目 ， 是推动中部地区发展 、 践行

“三高四新” 战略的重要抓手。 彭耀
荣现场就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作出解答。

“芙蓉区致力打造一流优化营商
环境， 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 全过
程、 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和服务。 感谢
辖区企业为芙蓉区经济发展作出的
贡献， 欢迎各位企业家建言献策， 多
给我们提问题 ， 我们将逐一建好台
账， 抓好解决落实。” 蒋苒表示。

座谈会上问答热烈， 不少与会企
业代表发表意见与建议。 杨光华认真

听、 用心记。 他说： “芙蓉区将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 紧
盯群众所需和企业所盼 ， 锚定发展
目标， 为芙蓉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杨光华表示， 要以党建引领经济
赋能， 携手共优营商环境， 引领企业
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在培育上把企业
“引进来 ”， 在服务上让企业 “留得
住”， 在扶持上助企业 “做得大”， 抢
抓发展机遇 ， 构筑更大更强的发展
平台。

上接 1版

本报讯 （通讯员 吴美云 焦尚）
近期 ， 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街道火
车站社区党委充分运用社区党建品
牌 “开讲啦” 草根宣讲团， 集结以市
优秀 “五老” 代表李枝湘为首的宣讲
员， 通过多种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送到群众身边 。 打通 “最后一公
里”， 奏响理论宣讲 “最强音”。

银发党员线上讲
用切身体会话出新生活

“粉刷一新的围墙， 沥青路铺到
了家门口， 新栽的绿植开出了花苞，
老旧楼道加装了扶手 ， 街坊邻里坐
在新修的石凳上话家常 ， 往日老旧
院落穿上新衣换了新颜 。” 11 月 18
日上午， 在火车站社区 “美在金秋”
之家的微党课录制现场 ， 退休支部
书记李枝湘坦言， 作为一名老党员，
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 也参
与了社区治理 ， 比谁都知道这些变
化的来之不易。

金苹果宿舍均为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建设的房屋。 坑洼的道路、 漏水
的屋顶、 漆黑的小巷、 狭小的活动阵
地， 甚至下雨时， 开个支委会都要打
着伞开 ， 这是金苹果宿舍三年前的
景象。 通过党建引领、 多方合力， 如
今， 金苹果宿舍内部道路铺油、 增设

路灯、 屋顶维修、 燃气进户， 还争取
到了市特困企业两处非经营性资产
作为活动阵地， 打造了有 200 余平方
米， 集党员之家、 议事协商、 学习娱
乐、 志愿服务为一体的党群服务中
心。 支部牵头组建业委会， 发动居民
参与自治 ， 从破旧小院变成美丽院
落。 先后获评长沙市 “美在金秋” 老
党员之家示范点 ， 市离退休干部先
进党组织， 市最佳 “五老红” 志愿服
务组织等多项荣誉。

“未来我们老党员要不忘初心跟
党走 ， 坚持离岗不离党 ， 退休不褪
色，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为居民群众
做好事， 解难事。” 李枝湘说。

“中国好人” 现场讲
用实际行动唱响“夕阳红”

针对社区老年人多这一现状， 社
区引进由 “中国好人”、 长沙市道德
模范叶小兰创办的好女儿志愿服务
中心， 开办老年食堂、 开展孝老助残
服务、 打造暖心家园项目， 服务特扶
家庭累计超 1000 人次。 枫叶艺术团
里， 群众自己的合唱团和舞蹈队登
上社区舞台， 唱响幸福 “夕阳红”。

“不仅要尽全力去解决老年人生
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 更要注重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陪伴。” 叶小兰

表示， 接下来她将提供更优质的养老
服务。

党代表上门讲
用贴心服务聚民心

芙蓉区第六届党代表、 火车站社
区党委书记吴美云带着党的二十大
报告宣讲册走进 86 岁的老党员甄健
家中， 宣讲的同时也向老人征求社区
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这几年， 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
好 ， 群众的社区治理参与度也越来
越高。 院落议事会上， 社区工作人员
和居民坐在一起把问题摆出来， 把解
决方法议出来。 在两个月时间内， 废
弃的水泵房变身功能齐全的党群活
动室 ； 杂草丛生的后院改造成桂花
飘香的休憩小平台……群众事群众
议， 人人都是主人翁， 这是真正的人
民当家作主。” 甄爹爹说。

没有照本宣科， 没有大话套话，
火车站社区草根宣讲团走进楼栋 ，
走进特殊群体 ， 走进居民家中 ， 将
“固定讲台” 变为 “流动课堂”。 下一
步 ， 火车站社区党委将紧握实干之
桨， 全面掀起学习热潮， 从 “一时一
地 ” 到 “随时随地 ” ， 让理论宣讲
“唱起来” “舞起来” “燃起来”， 让
宣讲更接地气、 冒热气、 聚人气。

火星街道： 聚力共话谋发展

接地气， 入人心！ 长沙火车站社区草根宣讲团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