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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百年历程袁一年一
度的三八妇女节如期而至遥
在不同的地区袁尽管大家的
庆祝活动有所不同袁但是无
不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袁表
达着对女性的爱遥 今天袁我
们特别采 访了几位女 性同
胞袁 她们爱岗敬业袁 甘于奉
献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事业袁为祖国的发
展撑起了野半边天冶袁书写了
一个个属于女性风采的美丽
故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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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当好“家长”

—邵阳县罗城乡罗城村党支部书记彭巧云
——
阴城市报记者 黎成军 通讯员 彭彪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更加激励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
心。”
3 月 4 日，
彭巧云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今年 45 岁的彭巧云是农村众多
优秀党支部书记中的一员，自 2008 年
起担任邵阳县罗城乡罗城村党支部书
记至今，尽职尽责,为兴村富民做了大
彭巧
量工作。同时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为民服
云心系群众，
始终把为民代言、
务作为立足点，
不忘初心，
努力履行好
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

的选择。

抓好产业带领村民脱贫

山土相连是罗城村的特 殊地理
环境，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出，很多
的田土，无人耕种，村集体在六十年
代开垦出来 200 多亩的良田 也被荒
芜，
杂草丛生。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激
发村民的内心动力呢？彭巧云当选书
记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绿山
“只有发展产业，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把良田荒山利用起来，才是我们村里
唯一脱贫致富的路子！”彭巧云把村
付出真情当好野家长冶
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召集起来，种
罗城村是深度贫困村，位于邵阳 植了金秋梨、板栗、桔子，为他们购种
县与衡阳市交界之处。全村总面积 传技术。终于历经艰辛，用汗水换来
6.5 平方公里，总人口 2557 人，30% 了成果，如今果树成林，收获累累，每
的村民在外打工，妇女、小孩、老人成 户每年创收 8 万多元。 “没有彭书
为留守者。由于耕地面积少，水利设 记的带路和村里的帮扶，就没有我们
施差，经济基础薄弱，老百姓致富无 今天的美好生活。”已经脱贫的村民
门，逐渐形成了严重的等、靠、要、拿 黎青元开心地告诉记者。种植果林的 “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并在节
的思想。
村民走上了致富路，尝到了甜头，起 日当天公开表彰。激发争当模范的原
1999 年 7 月，彭巧云被村民选举 到了模范作用，村民们干劲更足了！ 动力，进一步增进婆媳之间的感情。
为村计生专干和妇联主妇，至今担任 2017 年，经村支两委的共同引荐，罗 乡亲们的钱包鼓了，日子越过越好，
村干部已有 18 年。18 年里，
她将自己 城村与油茶种植大户王小明合作成 留守儿童问题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可
人生最美好的芳华留在了村里，奉献 立了邵阳县民浪油茶专业合作社，签 彭巧云依旧“心事重重”。
到了农村基层工作中，如果没有一腔 订了“土地+合作+分红”的模式，新开
留
“随着在外务工的人越来越多，
真心，没有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决心， 1780 亩 荒山 荒 土 ，2018 年 完 成 了 千 守儿童的数量也在增长。”
村里 190 名
“18 年一路走来，我也 亩的油茶新栽，解决了 300 多贫困人 留守儿童成为彭巧云最牵挂的事情。
很难坚持下来。
曾踌躇过，每次换届，我都有一种想 口就业问题，实现了人均 1500 元的 在她看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放弃的念头。农村基层工作压力太大 收入。
与保护，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
了，责 任 重 ，事 情 杂 ，苦 累 自 不 必 多
成长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和谐，更关系
让每个孩子都有安全感和 到祖国的未来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说，但看到村民对致富的渴望，我还
彭巧云说，
作 归属感
是选择了坚持与坚守。”
“我希望能让每个孩子都有安全
为一名党员，遇到困难就退缩对不起
罗城村有留守儿童 190 名，留守 感和归属感，这既是我作为一名村支
共产党员的身份，愧对党的教育和培 老人和妇女 700 余人，为了使他们的 书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
养，当好罗城村的“大家长”，带领全 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彭巧云每年组织 责任。”
彭巧云说。
村老百姓一起脱贫致富那才是唯一 开展多项活动，并在妇女节前开展

“梅花”
香
梅花山村里

敢直接喝河水的河长

城市报讯 渊记者 罗中利 通讯员 向湘冤“她勤劳
热心公益，
这样的精神真
善良、
尊老爱幼、
乐于助人、
是难能可贵。”3 月 4 日，一说起隆回县高平镇梅花
山村的袁玲玲，村民们总是会这样评价她，她用她朴
实无华的爱谱写了人间真善美之歌。她的精神如村
名里的梅花一样美得动人。
袁玲玲，现年 47 岁，
她刚嫁入梅花山村的时候，
但她勤劳乐观，
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贫穷的农民家庭，
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小家，相夫教子，孝顺公婆，日子
过得蒸蒸日上。2011 年，
86 岁高龄的婆婆患上了老
年痴呆症，卧病在床不能自理。为了保障家庭经济
只能由她独自在家挑
支柱，
丈夫常年在外打拼事业，
起了照顾婆婆和家人的重任。婆婆体重达 65 公斤，
而她身体瘦小，翻动老人很吃力，但她不辞辛劳，每
天都按时给婆婆喂饭、穿衣、洗漱、擦拭，精心服侍，
几年如一日，每日 3 餐，把婆婆服侍得干干净净、妥
妥帖帖，成为了梅花山村孝顺婆婆的典范。幸福和
成功总不会辜负善良努力的人，她尽心尽力操持家
庭，家里充满和美温馨，丈夫在外也能全心全意工
作，
从一名普通的打工族升为公司的经理。
富了小家，
不忘大家。平日里她乐于助人，乐善
好施，也积极热心支助村里的公益事业。2010 年梅
花山村硬化村主道，
村里召开筹资动员会，当时筹资
难度大，她当场表态捐款 1.2 万元，在她的带动和感
最后共捐款 18 万余元，
让
召下，
各界人士踊跃捐款，

城市报讯渊记者 罗中利 通讯员 罗从伟
杨贵新冤“她敢直接喝河水，这样的河长肯定
能管好河流。”日前，隆回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大洋江河长姚文娟在巡大洋江时，为检验
巡河效果，带领镇、村二级河长直接从河中舀
出河水喝。
据了解，在前一次巡河时姚文娟发现河
岸有少量垃圾，立即向当地镇党委进行现场
交办，责令立行立改，随后镇党委立即对大洋
江金石桥镇河段进行全面排查，并在沿途每
个村安排 2 名河道保洁员、组织 4 至 5 名志
愿者，由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带队清理河道
垃圾。同时，镇对沿河各村建立河道保洁机
制，每周进行一次检查，每半个月进行一次评
比，每月进行一次讲评，并把河道保洁与村干
部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挂勾，与河道保洁员
的工资挂勾。
自从河长制工作实施以来，姚文娟积极
履职，每月坚持巡河。第一次巡河时，生完小
孩才 30 多天的她就返岗，当时兼任统战部
长，一个人当了 2 条河的河长，她每月对 2 条
河的乱占、乱堆乱建、乱采、乱排情况，重点巡
查所辖河段疑似入河排污口问题进行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到
位，做好常态化管护，确保河道干净。

宽敞平坦的水泥路顺利的打开了梅花山村沉寂的大
山之门。近几年来，
她对于村里公益事业的支助热心
不减，先后给 3 组、10 组、11 组等修路捐款 5000 余
她主动
元。2016 年，当亮化工程在农村悄然兴起时，
找到村支两委建议在村主干道安装路灯，捐款 8000
元。很快，一盏盏路灯升起在了夜空，照亮了蜿蜒曲
折的上山之路，也温暖了每一个夜归人的心。爱心不
可计量，事迹不胜枚举，她把对家乡的爱，化作了一
份份无私的奉献，也成为了梅花山热心支助公益事
业的典范。
她用善良和奉献
袁玲玲，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诠释了人间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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