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意调查

聆听幸福声音 共启美好愿景
民意调查：超九成受访群众感觉“幸福”，最期待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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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干净整洁的楼道、 生动活泼的
墙画……走进长沙市雨花区井
湾子街道融城花苑小区一条名
叫“幸福里”的楼道，文明之风
扑面而来。“每天上下楼心情都
变得非常愉快。” 11月24日，小
区居民对楼道里的文化风景线
赞不绝口。

11月24日， 记者在融城花
苑小区看到，小区里有养生里、
书香里、生态里、文明里、亲子
里等6个主题楼道。在“书香里”
楼道， 不仅1至6层都挂满了小
朋友的书画作品， 还设置了邻
里图书漂流角， 吸引居民常来
这里交流好书；在“生态里”，不
仅摆放有绿植， 居民还能在这
里交流种植盆栽心得；在“养生

里”，不仅写满德孝格言，还为
老人介绍养生知识……

融城花苑小区建成已有近
20年，常住居民5200余人，其中
近七成为流动人口。“楼道美
化，旨在把居民唤出小家，融入
大家。”融城花苑社区党总支书
记刘婷介绍，楼道里的这些“风
景”让曾经贴满“牛皮癣”的楼
道，变身小区风景线；邻里之间
不再“只扫自家门前雪”，感情
融洽、互帮互助成为常态。
■文/视频全媒体记者杨洁规

通讯员 熊其雨

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之前看老同事发放住房补贴，
很是羡慕， 没想到这么快就轮
到自己了。”11月24日， 长沙第
八医院的李医生激动地告诉记
者， 她获得了长沙市住房补贴
的资格。据了解，10月长沙岳麓
区共新增954个住房补贴名额。

据介绍，李医生家在益阳，
2018年毕业后就职于长沙第八
医院，至今在长沙无住房。今年
10月， 李医生通过医院统一申
报， 成功获得岳麓区卫健系统
公益性岗位住房困难职工租赁
补贴的发放名额。

2020年10月， 长沙市政府
印发《长沙市部分公益性岗位住
房困难职工公租房租赁补贴定
向发放工作方案》， 以卫健、城
管、公交、物流等行业的公益性
岗位职工为重点，通过发放租赁
补贴的方式，补贴租房资金。

长沙市岳麓区住保中心伍
玉平介绍，今年10月，他们在岳
麓区新增了住房租赁补贴名额
954个。补贴名单中，每人每月
将发放375元， 按季度发放，符
合条件的可连发两年，最高累计
达9000元。 ■全媒体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彭毓妍

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洗衣粉、洗洁精、纸巾……11月
24日， 位于韶山市杨林乡石屏
村村部的一个小型超市里，村
民贺瑜选好自己需要的东西，然
后拿出手机支付。看上去与普通
购物别无二致，实际上，他付的
并不是钱，而是“荣誉积分”。

荣誉积分从哪来？ 垃圾分
类有积分， 获评美丽庭院也有
积分， 热心公益还有积分……
记者今天从韶山市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不起眼的小小积分，其
实涵盖了乡村振兴的多项内
容， 将乡村重要事务量化为积
分指标， 激发了乡亲们的参与
热情， 也引领了当地乡村治理
的新风尚。

清溪镇花园村也探索出了
一套实施“积分制” 的工作方
法。“我家刚刚被评为清溪镇四
星美丽庭院， 获得了30个积
分。”村民庞四清很开心。

韶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韶山市正总结
经验， 指导全市各个行政村制
定符合本村发展实际的考评机
制，以点带面，推动积分制“全
域开花”。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成辉

韶山:荣誉积分引领乡村治理新风尚

“每天上下楼心情都变得非常愉快”
长沙雨花区：小小楼道变身“文明宣传道”

10月，长沙岳麓区新增954人获住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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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师不再是忙于填表
的“表哥”“表姐”， 褪去形式主
义，真真切切做教育，成为终身
学习者的代表；家长不再是“虎
爸”“虎妈”， 少了焦虑与内卷，
“送教送陪”成为过去式；学校不
再是“唯一”，课堂、校园、社区、
家庭、社会，处处皆可学，时时皆

能学。
我的愿望是让孩子作业少，

有成长。让学生成为遵循自然规
律成长的人， 而不是学习的机
器； 让家长成为真正的父母，而
不是家庭教师；让学校成为义务
教育学习的主场，而不是让校外
培训抢了阵地。

过去五年， 你过得幸福吗？
未来五年，你最期待哪个领域取
得突破？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
前夕，湖南日报联合省统计局开
展全省城乡居民幸福感和未来
期待民意调查，共计调查14个市
州123个县市区的城乡居民1.9
万人。调查显示，九成多受访群
众感觉生活幸福，未来最期待在
加快乡村振兴方面取得新突破。

2016年11月， 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奋斗目标。五年过去，幸福
湖南建设进展如何？本次调查显
示，有91.8%的受访群众感觉“幸
福”或“比较幸福”。

绝大部分受访群众认为，个
人收入、就业、养老、医疗、教育、
住房等民生问题是生活幸福的
基础。展望未来五年，群众普遍
期望在乡村振兴、 民生事业、基
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领域有新
的突破和提升。

调查显示，未来五年，73.6%

的受访者期待加快乡村振兴，
67%的受访者期待发展社会民
生事业，62.6%的受访者期待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食
品安全、住房等也是群众非常关
心的话题。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在
即，为更好服务大会，我们组织
开展这项调查，目的是更广泛深
入地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盼，特
别是民生领域的重点关切。”省
党代表、 省统计局局长刘文杰
说，下一步，统计部门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
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
提高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能力，充
分发挥统计职能作用，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
南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超九成受访群众感觉幸福

省党代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校长黄斌：
学生不再是学习机器 家长不做“家庭教师”

幸福是什么？
稳定的工作、理想的收入、合适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幸福是一种感受，虽纤细微小却

具体生动。
过去5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带领三湘儿女砥砺奋

进、顽强拼搏，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前夕，湖南日报联合省统计局开展民意调查，走近基层党代表聆听

期待，走上街头倾听市民心声，听他们讲述收获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愿景。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燕娟 冒蕞 周帙恒 李国平 通讯员 黄伊婷 黎倬

如今老百姓日子越来越
好，但乡村文化生活比较单调，
不能完全满足群众需要。 建议
建立健全“五级书记”抓文化机
制，出台文化振兴战略规划，扶

持小微文化产业项目， 打造乡
村文化品牌，补齐乡村振兴“文
化短板”，通过乡村生态与文化
有机融合，让美丽乡村有“里”
有“面”。

省党代表，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双坪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雄：
“生态+文化”让美丽乡村有“里”有“面”

党代表期待

新风

新政

“我希望未来医
疗资源能更加均衡，
让老百姓能在当地享
受更好的医疗条件，
生活更加健康、 更有
安全感。”

——廖文丽 吉首人

“作为一个快速
发展的省份， 湖南的
就业环境越来越好。
我期望在接下来的五
年，通过自己的努力，
工作收入能有一个更
大的提升， 这也是让
年轻人获得幸福感最
直接的方式。”

———廖雪 湘潭人

“我正考虑在长
沙买房， 希望未来几
年， 长沙能继续保持
房价洼地优势， 让年
轻人在这座城市找到
归属感。”

———黎乐 岳阳人

“作为一名1岁小
孩的妈妈， 我比较关
注教育问题。 我希望
未来能有更多设施完
善、 收费合理的公立
幼儿园， 让孩子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均衡教
育。”

———刘莉 长沙人

“现在乡村旅游
很火热， 湖南一些特
色小镇给我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 希望能加
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力度， 进一步完善道
路、停车场、公厕等方
面的配套设施建设，
让乡村旅游人气持续
‘爆棚’。”

———李玲 娄底人

群众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