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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岁老人步行 70 余公里给儿子送食物
城市报讯渊记者 龙晓 通讯员 杨贵新
吴飞冤
“这是给儿子儿媳带来的食物，请医
生帮忙分给他们吃，现在是冬天，可以多吃
几天。”
1 月 24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隆回
魏源医院精神科会客室，一位老人手里拿
着电筒，
从包中拿出一大堆食物。这老人姓
阳，隆回县司门前镇畲溪村人，为了给远在
县城住院的儿子儿媳送上一口自己做的食
物花了 30 小时步行了 70 余公里，如此举
动感动了在场的医务人员和群众。
阳老今年 75 岁，妻子长期卧病在床，
于
家庭十分贫困。儿子儿媳患精神分裂症，
1 月初住进魏源医院。思儿心切的老人于 1
月 23 日携带一些食物，清早从家中出发步
行来隆回魏源医院，日夜兼程，经过 30 多
个小时的步行到达医院。
阳老的儿子儿媳今年都是 48 岁，其儿

媳妇患有精神分裂症 20 多年，儿子不仅患
有精神分裂症，还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
家人不得不送往精神医院治疗。阳老儿子
儿媳住进魏源医院后，该院按政策实行免
费治疗。
该院党支部得知阳老日夜兼程来医院
看望儿子的情况后，立即给老人准备了早
餐，党支部还给了老人 200 元慰问金并捐
赠回家的路费，并当即帮助老人解决了一
些现实问题，安慰他医院会加强其儿子儿
媳的治疗和照护，并且在病情许可的情况
下，进入康复车间进行社会功能康复训练，
为出院后回归社会做准备。
阳老握着党支部组织委员胡志云的手
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医
院对儿子、媳妇的精心救治。

先进装配式建筑产业落户北塔
城市报讯 渊记者 贺莎娜冤1 月 28 日，
科莱达集团和北塔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成功引进“3D 定制板墙装配式建筑技
术”
，填补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的空缺。
湖南君志达科莱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位于北塔区中山路湘商产业园内，公
司致力于新型建材领域的节能、环保技术
的研发与创新，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少数拥
有 3D 打印技术生产装配式绿色墙板专利

和装配式 EPS 空腔模块建筑技术专利的
企业。
该公司预计专项总投资 3.2 亿元，重
点打造集“设计-生产-施工-管理-服务”
的全产业链建设项目，促进我市传统建筑
产业转型升级。该项目建成后将创造就业
岗位 1000 余个，预计可创造三年内纳税
千万元的企业。

北塔区迎新年将奉上野文化大餐冶
城市报讯渊记者 邓舟帆冤日前，北塔区
召开了 2019 年迎新春联欢活动筹备工作
调度会议。决定为全区父老乡亲迎接新年
。
奉上一顿“文化大餐”
活动共分为文艺汇演、趣味游艺两部
分，突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紧扣“幸福
北塔春意浓”主线，展现全区人民砥砺奋进
的精神面貌，激励全区人民的创业热情，为
北塔区发展凝聚正能量。相关准备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地火热推进中。
会议指出，举办 2019 年迎新春联欢活
动，既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打造活力北
塔、魅力北塔的需要，也是一手抓经济、一
手抓文化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
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鼓舞全区人民士气，为
全区人民送上一场喜庆欢快、文明节俭、安
全有序的“文化盛宴”。

崀山镇院打响农村陈年垃圾治理攻坚战
城市报讯渊记者 谭炜 通讯员 罗青林冤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巩固创卫成果，1 月
21 日，新宁县崀山镇召开农村陈年垃圾治
理动员会，决定举全镇之力对各村范围内
的村庄边际、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河道沟
渠等重点区域开展陈年垃圾专项治理，专
项行动为期一周。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该镇

精心部署，制定了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了治
理范围、任务和目标，压实了治理责任。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严格督查，干群一心，将
农村陈年垃圾治理干净，不留卫生死角，不
留“后遗症”
，确保攻坚战取得实效。截至 1
月 22 日，全镇动用人力 300 余人次，共清
转运 17 余车。
理垃圾 10 余吨，

六都寨镇开展党员冬春训
城市报讯渊记者 罗中利冤
“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1 月 25 日，
隆回
县六都寨镇中学体艺馆响起铿锵有力的
六都寨镇 2018 年度至 2019
入党宣誓声，
年度农村党员冬春训正式拉开序幕。
冬春训开班仪式上，参训的 1200 余
参会党
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培训会上，
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
》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等相关知识。

本次冬春训得到了广大农村党员的
热烈响应，对于因年老体弱、外出打工、
事务繁忙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参加集训
的党员，各村居都通过寄送资料、微信群
转播等方式，
转达了培训内容。
据了解，本次培训活动为期 3 天，
1
月 24 日各 支部组织党员培 训，
1 月 25
至 26 日镇集中培训。各党支部把党员冬
春训纳入当前重点工作，制定好工作方
案，
广泛宣传动员，确保党员冬春训顺利
推进，
保证党员参训率均达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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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野大手牵小手冶助学贫困学生
城市报讯渊记者 邓舟帆冤1 月25 日，邵阳县举行光彩事业促
进会“大手牵小手”爱心助学会，由非公经济爱心人士对全县 87
名贫困学生进行爱心助学。
助学会上爱心企业代表吕建平先生代表捐赠企业作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学生代表李子红代表受助学生致答谢词。
会议指出，实施爱心助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实施教
育优先发展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企业家情系教育、回报社
会、乐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县委统战部、工商联、
光彩事业促进
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导更多非公经济人士加入爱心行
列，尽己所能，
用爱心向有困难的家庭和孩子伸出援助之手。

隆回林业局院进村入户野攀穷亲冶
城市报讯 渊通讯员 杨贵新 曾祥云 袁桂梅冤
“红薯片也是年
办年货别忘买红薯片。”
隆
货，
是一种很好的休闲小吃，
1 月 25 日，
回县林业局局长胡江南在鸭田镇寨李村走访困难群众罗承友时，
拿起红薯片当起代言人来。
得知其家还有上百斤红薯片未出售时，
今年 61 岁的罗承友，10 多年前因中风致残，丧失劳动力，
家里十分困难，其妻每年靠晒红薯片和加工红薯粉丝出售赚点
钱补贴家用。由于近段外地收购客商减少，导致红薯片滞销，急
坏了罗承友一家人，了解情况后的胡江南于是在朋友圈里发信
息打起红薯片广告来。
随着春节临近，
群众冷暖挂心头。为了让困难群众和困难党
员过上一个详和春节，隆回县林业局开展了“迎新春、大走访、送
温暖、促脱贫”活动。胡江南随后走访了该村困难群众郑翠英和
苦难党员陈治国。
走访完困难群众和党员后，与村干部进行了座谈。寨李村产
业以水稻和红薯为主，红薯年产量达 50 万公斤，家家户户加工
红薯粉丝和红薯片，大部分贫困户指望出售红薯粉丝和红薯片
脱贫。据统计，
目前，
全村还有上万公斤红薯片等待销售。
座谈会上，胡江南为寨李村红薯片支招，一方面与各超市联
系，利用办年货井喷之际，推销红薯片。另一方面利用电商平台
网上销售；同时，动员干部职工到贫困户家购买红薯片、猪肉等
土特产，
增加群众收入。

女企业家连续 15 年资助特困群众
我一定
城市报讯渊记者 黎成军 通讯员 罗鼓纯冤
“谢谢阿姨，
好好学习！”
1 月 27 日，
隆回县岩口镇塘头村十八组孤儿罗建手捧
对
红包高兴地对黄丽爱说。当天，
黄丽爱带领爱心员工走村入户，
26 名特困孩子和 10 名特困老人每人发送 1000 元春节慰问金。连
续 15 年来，
黄丽爱每年春节前都要资助一批农村特困群众。
今年 48 岁的黄丽爱，
1990 年考入县建筑公司，从一名建筑
工人到一个小包工头，带领工人先承包一些小工程。因为质量
好，信誉度高，
博得业主信任，
慢慢的开始接手一些大型建筑。她
先后从事过装饰、
建筑、食品、乳制品等行业。
据了解。20 多年来黄丽爱先后累计捐赠 150 多万元用于修
路架桥、
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
订价院96 元/年 零售院员 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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