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3日中午，记者与卜春连在芦淞区
株董路会面后，同车前往渌口区（原株洲县）
淦田镇官塘村。因天在下雨，下午 4时许，才
抵达目的地。

起初没找到村干部
电话约定一个小时后见面
村党支部书记谢友根不在家，卜春连遂

拨打手机与其联系。
接通手机后，谢友根声称，自己在浙江

一带考察，要过两天才能回家。有事可找村
主任刘拥军处理。

在谢友根家不远处，我们碰到两个村
民，得知昨天还有人看到谢书记。刘拥军则
在电话中表示，谢友根已从浙江考察归来，
当天去渌口镇送文件资料去了。

卜春连说自己回老家一趟不容易，要与
刘拥军见一面。经过电话沟通，双方约定下
午 5时在村部见面。

享受“五保户”待遇
低保就没了

卜春连反映的特困待遇事宜，是个别
问题，还是普遍现象？就此，记者先后走访
了 特 困 人 员 谢 伟 雄 、阳 云 生 ，他 俩 都 是

“五保户”。

现年 48 岁的谢伟雄，也是因为小儿麻
痹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见到有人前来，
他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嘴角流着口水。
他父亲谢忠明告诉记者，儿子与谢美凤一
样没有成家，全靠父母照顾。

现年 80 岁的阳云生，孤身一人住在低
矮的土坯房中。土坯房是自己建的，连厕所
都没配备，大小便要另想他法。外墙由村里
出钱刷成白色的，仍能露出黄色的土砖。他
没有成家，身上穿的上衣有了破洞，是外甥
10多年前送给他的。

谢忠明、阳云生均表示，对特困人员名
单以及低保民主评议一事不知情。以前家里
享受过低保，变成“五保户”后就被取消了。

村干部爽约
办事群众遗憾空手归

附近村道因施工等原因不能通行，记者
只能放弃乘车，跟着卜春连步行 2 公里左
右，按约定的下午 5时抵达村部。据了解，官
塘村与黄泥村合并后，村部已搬至原黄泥
村，距原有驻地有点距离。

村部的便民服务中心标牌下的玻璃门
上别着一把锁，但听见有人在说话。通过旁
边的大门，我们进入村综治办、网格办，里面
有一男一女。

卜春连再次与刘拥军通话，对方说还没
过来，我们只好继续等。下午 5时 30分，村部
留守人员声称有事要走，我们被请到室外。

天快黑了，卜春连多次拨打刘拥军手
机。接通后，刘拥军表示还在别的村拍照，至
于何时过来则没说。记者与卜春连遗憾地踏
上归程。

农村低保提标
5个县市区不低于360元/月
特困待遇如何落实，还得听听专业解

读。5 月 14 日下午 3 时，记者来到市民政局
社会救助科进行咨询。

社会救助科负责人周仁辉说，社会救助
分为特困供养、城乡低保、临时救助 3 个类
别，特困供养是最高类别，其对象是“五保
户”和“三无”人员。对“五保户”将保吃、保
穿、保医、保住、保葬，纳入特困供养范围的
不会再纳入低保范围。当然，对符合条件的

“五保户”家庭，也会采取社会兜底扶贫等保
障措施，具体标准要具体分析。

周仁辉表示，低保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否
进入或退出低保，要通过民主评议或测算等环
节。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今年渌口区、醴
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的农村低保标准将
再度提高，为不低于360元/月（4320元/年）。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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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

党建播报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
动的主体，发展党员工作是党建工作
的重中之重，是党员队伍建设的第一
道关口。通过坚持重点培育、调优结构
和严格程序“三个坚持”，规范发展党
员工作程序，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将有
效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

坚持重点培育。发展什么样的人入
党，事关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要做好重

点培养对象的摸底调查并建立信息库，
对致富带头人、优秀青年农民、退伍军
人、返乡大学生、热心公益事业人员等实
行优先培养、优先发展的动态管理。

坚持调优结构。当前各县市区党员
的比例结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年龄、
文化、性别、领域等方面。要积极从青年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两新”组织中
发展党员，防止和避免突击发展、长期

不发展、发展数量大起大落等不正常现
象，改善城市社区党员“老龄化”现象。

坚持严格程序。建设敢啃硬骨头、
善打硬仗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尤其
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对党员发展的规定程序全
程记录，同时采取“谁培养谁负责、谁
审核谁负责”的原则，严防“带病入党”
情形出现，切实维护好党的形象。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通讯员/田博菡

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徐家冲社区，不
少 60多岁的老人都有一张“爱心卡”，上
面印着社区 24小时值班电话，老人们遇
到紧急的、需要帮助的事儿，都可以拨
打电话获得义务帮助。

去年以来，天元区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按照“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年”要求，扎
实推进“组织力提升工程”和党支部“五
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擦亮党建品牌，
推进“一社一品”工程，提升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让人民群众有了满满获得感。

“爱心卡”：
服务弱势群体随叫随到
在徐家冲社区，“爱心卡”服务对象主

要是老年弱势群体。社区将领取了“爱心
卡”的帮扶对象详细信息登记在册，根据
其住所，把周边党员划为优先帮扶者。居
民有什么紧急需求，只要拨打卡片上的电
话，社区党支部随时组织党员上门服务。

此外，社区根据党员的特长、兴趣
爱好，组建了多支党员志愿者队伍，还
建起了社区微信群、QQ 群，以便为群众
及时提供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便民服
务。党员志愿者们定期不定期开展各类
活动，在助老助残、扶贫帮困、矛盾调

解、宣传教育、民情沟通、环境整治等方
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久前，微信群
里有一条居民工作中受伤，却无法获得
赔偿的消息发出后，社区立即联系熟悉
法律的党员，与居民家属一起前去协
调，事情最终顺利解决。

“微剧场”：
满足困难人群精神需求
家园社区共有需要帮扶人员 20多人，

其中 10多人由于截肢、瘫痪、年岁已高等
原因行动不便，很少出门，精神文化生活极
为贫乏。社区首创“微剧场”志愿服务，由文
艺爱好志愿者组成表演队伍，为行动不便
的困难人员表演丰富多彩的节目。

在志愿服务中，社区将“微剧场”志愿
服务和流动“红色讲堂”结合，在“微剧场”
活动中，通过红歌、红色传统舞蹈、朗读等
多种形式宣讲党的精神和政策。同时，聘
请专业艺术表演老师指导表演项目，根
据行动不便困难人员的不同需求，创新表
演方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红袖章”：
小区居民更有安全感

在白鹤社区，活跃着一支“红袖章”
志愿服务队。队伍由社区支部党员、热
心居民骨干、社区工作人员、部分物业
公司和业委会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项目

为社会治安巡逻、安全隐患排查、政策
法规宣传、文明劝导、邻里矛盾调解、环
境卫生治理、走访帮助困难家庭、参与
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等方面。

志愿者服务队对辖内 8个小区进行
治安巡逻，让小区居民增强安全感。在
巡逻中发现小区卫生问题、安全隐患等
问题及时处理或报告有关部门。发现不
文明行为立即进行文明劝导，积极对邻里
矛盾进行调解。对无物业管理小区进行卫
生死角清理，有效改善小区卫生状况。

“四点半课堂”：
孩子们放学后的好去处
小湖塘社区有个“四点半课堂”，服

务对象主要是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孩子
们。该课堂为这些孩子的父母解决最现
实的难题，也减少和预防了一些安全隐
患，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后教育。

该项目充分调动辖区单位的积极性，
推行兼职委员制，把社区党员、在职党员
吸纳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以打造富有特
色的贴心项目，让服务更加细致周到。

项目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吸引了一
批老年党员志愿者加入。随着加盟人员
的不断增多，课程也日渐丰富，相继开展
了国学、革命教育、传统文化、安全健康
等系列教育活动，大大充实了“四点半课
堂”的内涵，项目越来越受居民欢迎。

党建论坛

在服务社区居民中
擦亮党建品牌
——天元区“一社一品”工程扫描

党员发展要做到“三个坚持”
毛伟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通讯员/李恩云

曾经，他是一名铁血军人。
退伍后在商场打拼，他成了一名
敬业商人，成为上个世纪 90年代
当地赫赫有名的“叶百万”。

如今，他是一名柔情村官。
为了全村人的共同富裕，将人均
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的贫困村发
展成为人均年收入超过 3万元的
小康村。

他就是醴陵市孙家湾村党
总支书记叶志钢。一路走来，许
多铁骨柔情的故事令人动容。

从“叶百万”到村支书
时间回到 1983 年，叶志钢从

部队复员回家，凭着一股子认定
目标不放松的干劲，将醴陵市一
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接手过来，打
造成了年销售额过亿元的“湖南
明星企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叶
百万”。

彼时，生他养他的村子积贫
积弱，村民们都希望叶志钢回来
领着大家一起干，这让叶志钢面
临艰难抉择。“我管你多少身家，
如果不能带着乡亲们一起过好日
子，你就是狗屁身家。”老父亲的
一番话让叶志钢如梦初醒。2001
年，他毅然回到老家——并村之
前的唐阁坊村，担任村支部书记。

要致富，先修路。叶志钢就
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通村里
与外界的通道。他捐出个人存款
20 万元，同时动员乡亲们出钱出
力。第二年，唐阁坊村第一条出
村“富民路”通了，村里也办起了
工厂，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好景不长。2005 年村级规划
调整，孙家湾镇两个最穷的村孙
家湾村、金星村与唐阁坊村合并
为孙家湾村，叶志钢再次被推选
为合并后的孙家湾村党总支书

记。3 个“穷”家并成一家，人心涣
散、矛盾重重。这样的村能搞得
好吗？面对质疑，叶志钢立下“军
令状”：“给我 3年时间，搞不好孙
家湾，我叶志钢就卷铺盖回家。”

牺牲小家，幸福大家
孙家湾村紧邻 106 国道。为

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村
里提出“工业兴村，产业富民”的
发展思路。修路、招商、优化环境
等工作同步推进，一些企业开始
落户，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变成了
企业工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发 展 从 来 不 会 一 帆 风 顺 。
2006 年，一家企业经营不善，老
板拖欠 300 多万元工资后跑路，
300 多名工人哄抢设备，群体性
事件一触即发。危急时刻，叶志
钢以家庭财产作为担保，向银行
贷款 93万元，垫付了跑路企业欠
下的工人工资。

老百姓拿到了血汗钱，对村
干部有了好感；企业家看到叶志
钢的担当，坚定了投资决心。孙
家湾村从此走上发展快车道。企
业增加到 30多家，村民人均年收
入超过 3 万元。孙家湾村还获评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叶志钢舍小家为大家的举

动，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017 年，实施村小学改建工程，
要迁周边 20多座坟，一些信风水
的村民不同意迁，导致工程受
阻。叶志钢挨家挨户做工作，终
于感化了村民。改造一新的村小
学，新建了运动场，绿树环绕，环
境优美，娃娃们有了舒适的学习
环境。

“村民腰包鼓起来了，精神
文化也要‘富’起来。”叶志钢说，
最近村里成立了“治陋习、树新
风”红白理事会，对相关工作进
行规范，攀比、浪费之风一去不
复返，乡风文明扑面而来。

5 月 5 日上午，市委组织部组织青年党员干部
开展了“向革命先烈致敬”的初心之旅。以此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引导部机关青年党员干部
立足岗位奋发作为，展现青春风采。

在 市 烈 士 陵 园 ，青 年 党 员 干 部 向 革 命 烈 士
纪念碑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在秋瑾故居，
青 年 党 员 干 部 参 观 了 陈 列 馆 里 的 老 照 片 和 实
物，感受一位女革命家身在槐庭心忧天下的凌
云豪情。

株洲日报通讯员/沈梅芳 摄

市直机关开展
“一馆一中心”参观活动
株洲日报记者 邹家虎

株洲日报讯 5 月 9 日，市直机关工委组织
市直机关开展“一馆一中心”（市规划展览馆、中
国动力谷展示中心）参观活动，并开展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

据悉，全市各单位按照分期分批原则，组织所
辖支部党员进行参观，并发动党员对市规划展览
馆的各个展厅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中国动力谷展
示中心设计装修、产业展示、展示方式、接待服务
等方面提质升级积极献计献策。

在市规划展览馆，党员们全面了解株洲的发
展历程及改革开放 40周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
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党员们观看了三大动力产
业展厅及新能源、电子信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展厅。

参观时，大家纷纷表示，将为株洲建设发展积
极献计献策，争做“一谷三区”建设先锋。

叶志钢：
村民共同富裕的“领头雁”

初心之旅

棱镜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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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事

株洲日报记者 马文章

株洲日报讯 远亲不如近邻，患
难中见真情。5月 12日上午 9时许，荷
塘区红港路荷塘嘉苑小区高层住宅
突发大火，所幸，最早发现起火的 2名
业主逐层敲开了整栋邻居的大门，大
家得以第一时间成功逃生。

起火点为小区 58栋 11楼。当时，
12楼的黄先生正在家中休息，突然闻
到窗外面飘进来呛人的味道。他跑到
阳台发现，一股热气从楼下冒了上
来，窗外已是浓烟弥漫。

黄先生一边拨打 119报警，一边
叫家人赶紧往楼下跑。他自己没有
逃生，而是跑到了起火的那户人家。

在 1102室楼梯口，黄先生遇到了
邻居周先生。此时，烟雾从门缝飘出来，
他俩使劲敲了好几分钟的门后，门突然
打开，一股热浪与浓烟扑面而来，一位
被熏黑灼伤的男子扑倒在他们身上。

“我睡在卧室里，听到敲门声才
醒来，根本不知道家中已经起火了。”
浑身发抖的男子在短暂休息后，哭喊
着说父亲可能还被困在火海中。

火势逐渐蔓延开来。黄先生与
周先生一边安抚该男子情绪，一边
用手机拨打男子父亲电话，确认老
人已在外面后，迅速搀扶着该男子
撤离火灾现场。

“其他业主可能还在家中，要赶
紧通知他们。”黄先生与周先生以起
火楼层为界线，分头往楼上楼下跑，
逐层逐户敲门通知大家逃生。

就在两人通知邻居们逃生时，
他俩的电话不时响起，58 栋微信群
提示声响个不停，已经逃出火海的
邻居们纷纷为他俩的行为点赞，并
提醒他俩注意安全。

10 余分钟后，上下 18 层的居民
都成功逃到楼下。赶赴现场的消防
队员很快将大火扑灭。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邻里之间
就要相互帮助。”面对大家的称赞，
黄先生、周先生淡然地说。

小区高层住宅失火
两位业主逐户敲门

曝光台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编辑同志：
我来自渌口区淦田镇官塘

村，现向贵报反映特困待遇未落
实一事。

我的大女儿谢美凤，在 1984
年出生时就得了小儿麻痹症（又
称脊髓灰质炎），导致肌肉无力、
腰都直不起来。我们四处寻医问
药，为此家庭负债累累，她的病
情却越来越严重。如今，她已有
34 岁，智力发育却像个小孩，生
活无法自理，外出必须乘坐轮
椅，吃饭、喝水也要有人照顾。

因农药中毒导致无法干体
力活，丈夫不得不进城当保安。
为了节省开支，我带着大女儿来
到芦淞区，与二女儿一家挤住在
一起。在大女儿睡着之时，我就
抽空到附近捡点废品补贴家用。

近年来，感谢好的政策，没
成家的大女儿成为“五保户”。同
时，我和丈夫、儿子以及大女儿
也被列为建档立卡扶贫对象，我
们看到走出困境的曙光。

上个月，我意外得知大女儿
谢美凤被列为特困人员，但不知
道有什么待遇。同时，我家将大
女儿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申请
迟迟未能落实。在 我 多 次 奔 走
后，村委会负责人答复说是大
女 儿 在 民 主 评 议 环 节 未 能 过
关。我问了其他村民，他们对民
主评议何时搞的 、讨论了哪些
事项也是一无所知。村里也有贫
困群众成为低保对象，为何我大
女儿却不行？

更奇怪的是，每个季度通过
微信转账给我家的扶贫资金也
是 变 化 的 。去 年 上 半 年 是 300
元/月 ，下 半 年 是 460 元/月 ，今
年一季度是 260元/月。

我是一名农村妇女，对很多
事情搞不清，希望能早日享受这
些惠民政策。

渌口区官塘村读者 卜春连

进了特困名单，相关待遇咋没有？
部门答疑：不重复享受，“五保户”不进低保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谷经华

株洲日报讯 “天晴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近段时间，天元区马王线
附近居民多次拨打“12345”市长热
线、本报棱镜周刊热线反映，马王路
与栗雨南路交叉路口至安泰小区路
面坑坑洼洼。5 月 14 日，记者跟随市
长热线办工作人员前往现场督办。

马家河至王家坪线（简称“马王
线”）编号为 X009 线，为一条城郊公
路。近年来，因周边开发等原因，很
多载重货车通过此处进出，导致路
面多次被压坏。如此一来，不只是开
车颠簸，行人走路有时也被溅起的
泥水搞湿衣服。附近住的兰馨栗园
小区与泰山安置小区居民，以及王
家坪部分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做梦也没想到，这条烂路这么
快修好了！”在路边种菜的王爷爷高

兴地表示，有了全新的沥青路面，附
近群众进出方便多了。

市公路局城郊道路养护中心负
责人杨永福表示，群众的呼声就是
第一信号。接到“12345”市长热线的
交办单后，市公路局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筹集 40 万元资金，要求养护中
心对马王线进行中修。因近期雨水
较多，该中心先用砂石进行临时填
补修复，再抢抓时间对该路段进行
沥青砼罩面处理。目前，道路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待天气放晴后，立即安
排设置道路标线。同时，他呼吁大家
共同爱护好这条道路，以免道路再
次陷入压坏—修复—压坏的怪圈。

据了解，近年来，市公路局积极
改善城郊公路通行环境，去年累计投
资 8594 万元，对 41.25 公里重要县乡
道路（桥梁）进行提质改造。今年，该
局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计划
投 入 184 万 元 对 群 众 投 诉 较 多 的
62.54公里城区农村公路进行小修保
养和路面抢修，预计 6 月底开工，10
月完成。

马王线坑坑洼洼路难行
市公路局高度重视，道路中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12345”市长热线

“五保户”阳云生（左）在土坯房接受采访。沈全华 摄 办事群众卜春连站在上锁的村部门外。沈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