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日报12月2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郑翔）近日，市民曹女士向本
报新闻热线2880735反映，市城区青
年大道天桥路段，靠近玫瑰园小区
一侧绿化带被有关部门用围挡围住
了，给周边商户带来了影响，希望
有关部门能尽快施工。

12月26日，记者来到曹女士反
映的路段看到，玫瑰园小区与青年
大道之间的绿化带均被围挡起来
了，足足两百多米，绿化带内的绿
植基本被清理掉了，仅留下了数棵
行道树。

曹女士告诉记者，她是玫瑰园
小区临街门面的一个商户，一周
前，不知道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用
围挡将绿化带围了起来，围挡内也
不见有人施工，也不知道要做什
么。“因为围挡挡住的缘故，给我们

临街店铺生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通过了解得知，将绿化带

围起来主要是为了对绿化带进行提
质改造施工。市城市道路绿化处园
林工程师李永芳告诉记者，青年大
道玫瑰园小区外绿化带的绿植种植
得太密，在底部形成了完全的荫蔽
空间，致使低矮的植物无法良好生
长，为此才将玫瑰园小区外的绿化
带进行提质改造。玫瑰园小区外绿
化带改造的长度有225米，改造后将
在绿化带中增加两处木平台、景观
石、休闲设施等，同时也将种植一
些观赏性花卉。

李永芳说，最近几天因为天气
原因和订制木平台，没有施工。目
前，已经将绿化带低矮的绿植进行
了清理，接下来，将安装木平台、
增设休闲设施，计划在春节前完工。

围了围挡不见施工，引来商户投诉

社 区

升平路社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郴州日报12月 29日讯 （通讯员 凌江华） 12 月 26

日，北湖区北湖街道升平路社区联合市公安局、北湖派出
所、街道安监站等部门对辖区金阳市场、广德市场、新世
纪大市场、电脑城等 8 个大型综合市场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排查安全隐患。

本次行动重点对市场内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消防
栓老化过期和违章使用明火等方面进行排查、整治。本次
整治行动共排查整改占用消防通道问题4起，督促更换过
期灭火器8罐，新增灭火器4罐，制止在市场内违规使用
电烤火2起。

青年路社区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郴州日报12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卫）12月27日，

苏仙区白鹿洞街道青年路社区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
关爱未成年人家庭教育讲座，向社区居民传授家庭教育新知
识、新理念和普及优教科学方法，构建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

本次讲座活动主题为《造就孩子一生的心灵力量》，邀
请了郴州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朱涟汝授课。“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且永不卸任的老师，你们的生活态度将会对孩子造
成一生的影响。”活动现场，朱涟汝通过现场互动、情节体验
等教学方式，引导家长如何与孩子好好相处。

1个小时左右的家庭教育课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不
要说孩子们在成长，其实我们都需要成长。”参加活动的刘
女士感慨地说，时代不同，家庭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做好陪
伴孩子的角色，成为懂教育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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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日报12月2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郑翔）一名男子在五岭广场群
众休闲区手持菜刀对正在娱乐休闲
的群众实施“追砍”，附近群众迅速
报警，公安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
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最终这名男子
被制止并“抓捕”。12 月 25 日，这
一幕出现在了市公安局开展的反恐
防暴拉动演练中。

当天上午 9 时，市公安局下达
集结指令后，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北湖区巡特警大队和苏仙区
巡特警大队按要求在 20 分钟内携
带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相关装
备到达了五岭广场集结。集结完

毕后，公安民警们先后演练了匕
首操、擒敌拳、个人极端事件现
场处置、警棍盾牌操以及合成作
战 小 组 等 科 目 。 演 练 科 目 完 毕
后，参演的公安民警按照统一部
署迅速登车，按照车辆秩序，对市
城区主街道进行了城市武装巡逻。

演练中，从快速集结、有条不
紊的演练、成功处置极端事件等演
练细节，充分展示了市城区公安队
伍紧急集结能力和紧急处置能力，
凸显了指挥高效、协同配合、区域
联动、快速反应、紧贴实战的特
点，实战检验了公安民警应急处突
的作战能力。

市公安局开展反恐防暴拉动演练

我是北湖区郴江街道槐树下村10组村民。2018年，
我家的杂房被郴江街道征拆，但补偿款一直未支付。我
反映后，郴江街道回复：补偿款目前正在走程序上报，但
至今未支付到位。我多次反映未果，请求处理。

——市民王先生

我住在郴江路兴嘉悦湖山3栋，旁边的来家酒店距
离我家房屋约两米，油烟管道设置在我家墙面上，严重
影响我家房屋的通风采光，请求处理。——市民杨女士

郴江路华尔星城一期小区物业禁止业主在私用车
位上安装新能源车充电桩，致业主用车不便。请问申请
安装充电桩要到哪些部门报备？需要哪些资料？

——市民黄先生

罗家井燕泉河游道有多家理发摊主占道经营，请
求处理。 ——市民黄先生

2019年11月，我在爱莲路金钟滨江府缴纳1.1万
元的购房诚意金，但开发商一直未开盘，且表示要
2020年开盘。现我要求退还款项未果，请求处理。

——市民黄先生

2019年12月18日，我的车辆停放在郴州大道君
鑫物流城停车场内，被收取了20元停车费，停车场
未能提供发票。 ——市民蒋先生

职工申请职业病鉴定遇阻
所在地：资兴
我在资兴市资五工业园丰越环保有限公司工作。

2017年8月，我因工作环境重金属中毒，多次向公司
要求申请职业病鉴定未果；且我2019年1月至今工资
未发，请求督促。 ——网友“市民”

资兴市卫生健康局回复：

经调查，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根据《职
业病诊断和鉴定管理办法》，职业病诊断需要以下资
料：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包括在岗时
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劳
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还需要个人剂量监测
档案等资料。

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应当书面
通知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提供其掌握的职业病诊
断资料，用人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的十日内如实
提供。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职业病诊断所
需要资料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可以依法提请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督促用人单位提供。根据职能转
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业病防治交由卫生
健康部门。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对遭受或者可
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
组织救治、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所需费用由用
人单位承担。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承担职业病诊
断、鉴定费用和职业病病人的医疗、生活保障费用
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交由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网友可以去郴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相关资
料进行职业病鉴定，也可以去有鉴定资质的郴州市级
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职业病鉴定。如果网友需要咨询
和求助，欢迎拨打资兴市卫生健康局疾妇股咨询电话
0735-3324822。

资兴市人社局回复：

网友请持相关证据到我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联
系电话0735—3333536；如您与用人单位就工资支付
存在争议，可以持相关证据向我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申请仲裁。我局将依法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郴州日报12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翔）“我们小区现在堆满了垃圾，都没
法生活了。”近日，家住市城区涌泉小区
的居民李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880735
反映这一情况。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原本有3
个垃圾站，后来陆续关闭了2个，仅剩下
小区15栋旁边的1个垃圾站，从2012年开
始，15栋旁边的垃圾站被纳入环卫部门管
理，成了一个垃圾中转站。今年垃圾站的
设备坏了，环卫部门准备更换设备时，小
区业主们强烈要求取缔垃圾中转站，经过
协商，环卫部门同意取缔。12 月 20 日，
垃圾站被关闭了。然而从 12 月 21 日开
始，小区垃圾站旁开始出现了垃圾，环卫
部门和物业都没有进行清理，以致垃圾站
旁边道路堆积的垃圾越来越多。

12 月 25 日，记者来到涌泉小区，在
李先生的引领下，记者在小区垃圾站旁看
到，生活垃圾铺满了一条10多米长、4米
多宽的道路。尽管是冬天，依然能闻到刺
鼻的臭味。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 10 分钟，看到有
人拉来了两手推斗车生活垃圾，正准备
倾倒时，被附近居民立即制止了，随后
这些人便拉着手推斗车离开了。

李先生说，道路上堆积的垃圾均来自
涌泉小区及周边一些小区、餐饮店、学校
等。“没有人管，运垃圾的人将垃圾拉到
道路上就倾倒，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倒垃圾
的都是哪个小区、哪个单位的。垃圾堆在
这里，我们很是闹心。”

随后，记者来到涌泉小区物业公司，
该公司总经理刘新省告诉记者，15栋旁边
的垃圾站对周边居民影响很大，特别是夏
天刺鼻的气味和清晨环卫工人劳动时的噪
声，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借着这次垃圾
站设备更换，居民们向环卫部门反映这一
情况后，经过协商，环卫部门同意将垃圾

站的管理权移交给小区，由小区自己进行
管理。移交后，垃圾站也不再接受小区外
来公共区域的垃圾。

刘新省说，将垃圾站移交给小区管理
一事，也给小区的垃圾运输带来了麻烦。
他们物业公司是2014年入驻的，入驻时，
签署的物业服务合同中，注明了物业公司
只是将小区产生的垃圾运送到小区垃圾
站，再由环卫部门负责小区垃圾站的垃圾
运送出去，现在环卫部门不再管理小区垃
圾站了，小区垃圾站垃圾的运输就成了问
题。从12月21日开始，环卫部门不再来
小区运输垃圾了，小区的垃圾只能堆积到
垃圾站旁边，附近小区、学校、商户也纷
纷跟着倾倒，以致垃圾越来越多。

刘新省说，看着堆满一条路的垃圾，他
们也想把垃圾运走，于是在昨天（12 月 24
日），经过与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们一起
协商，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由物业、小区业
主、业主委员会共同出资解决垃圾运输问
题，但是后来业主委员会却反悔了。“目前，
关于小区的垃圾运输问题还在协商中。”

记者又找到涌泉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
罗国富，他表示，业主委员会没有反悔，目
前已经与小区物业、业主们达成了一致意
见，由三方共同出资解决垃圾运输问题。

12 月 26 日，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监
督管理科科长周桂兰告诉记者，环卫部门
已经将涌泉小区垃圾站管理交给了涌泉小
区，如今小区内堆满了垃圾，环卫部门为
了城市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当天就安排
工作人员无偿将涌泉小区堆积的垃圾进行
了清理。

小区垃圾堆满10余米长的道路
经环卫部门、物管、业委会、业主协商，垃圾已清走

“这山（上的）树要多少钱？”
“不要钱。”
“要多少粮？”
“也不要粮。”
“给干柴呢？”
“也不要。”
……
这是 70 年前，时任铁道兵团前进指挥所副司令

员、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与廖家湾族长廖汉章的
对话。

而这场对话，穿越时空，于2019年9月，因中国铁
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铁集团”）为修
建郭维城纪念馆寻找“功在人民”匾额时，被外人所熟
知。也因此，搭建起后人与历史“对话”的桥梁。如
今，廖家湾村民爱国护路的故事仍在继续……

2019年12月18日，广铁集团一行人将70年前赠匾
仪式上的合影，及《铁路工人》1950年2月21日报道
该事件的报纸，一并赠送给廖家湾，并在原址再次合影
留念。

70年穿越时空的赠送，再次上演。廖家湾老一辈
的人一起回顾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1949年 为抢修铁路 村民捐赠3000棵古树

1949年解放前夕，粤汉铁路遭到国民党军队严重破
坏，全线被炸毁桥梁38座，其中郴州境内漳河、小溪等桥
梁损毁特别严重。中央军委、铁道部要求铁道兵团二支
队和衡阳铁路管理局“务必于年底前京粤路线直接通车，
及时供应解放大军”。军令在前，时间非常紧迫。

当时，廖家湾后龙山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树林，
种有松树等 3000 余棵古树，走进树林里，看不到太
阳，大的古树要4个人合抱。当时廖家湾定下规矩，发
布《护林公约》，任何人不准破坏这片祖辈们留下的树
林，如果发现谁拿刀进山，哪怕只是砍了其他的杂树，

也要罚款。87岁的廖振乾回忆道，为守护这片林，村里
还在山里建造了一间简易房，专门让守山人住。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把古树林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廖
家湾人，在得知铁道部要在此抢修铁路时，全村村民在
村长、族长廖汉章的带领下，把数百年祖遗的3000余
棵古树，自愿无偿捐献给铁路，解决了抢修郴县南北铁
路桥梁所需木材。

回忆至动人处时，廖振乾激动地说，村里一个独臂
青年帮助抢修队砍树、锯树，用毛巾将一节残臂捆在锯
子手柄上拉锯；年轻力壮的青年将一根枕木两头钉上大
竹钉，一起抬着送到5公里外的樟河桥抢修工地；有的
村民将自己家里砍柴拉货的独轮车用来拉枕木。那段时
间，廖家湾的山间小道、石板路上到处可见抢修铁路的
运输队伍，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在沿线村民的支持下，铁道兵团战士和铁路职工一
道日夜奋战，12月29日，粤汉铁路全线修复通车，粉
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三年内休想修复通车”的狂言。

漳河大桥比预期提前两天修建完工，顺利完成了
“抢修铁路”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在漳河大桥纪念
碑上都有明确记载。

1950年 铁道兵团赠送“功在人民”牌匾

广州解放后，郭维城为表彰廖家湾村群众爱国爱路
精神，亲笔题写了“功在人民”匾额赠与廖家湾村民。

1950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三，3辆汽车载着浩浩
荡荡的赠匾队伍，开进了宁静的廖家湾村，铁道兵团、衡
阳铁路局干部和兵团职工从车上抬下一方“功在人民”的
巨大匾额，还带来一支秧歌队，热热闹闹进村了。

廖振乾说，当时廖汉章带着村民到村口去迎接部
队，鞭炮不够，村民就把自家准备过年的鞭炮拿到祠堂
门前燃放。大家把这件事当成大喜事，杀猪宰羊，摆酒
席庆祝。

“那是我这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天，村子里特别热

闹，来了很多人，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秧歌队。”廖振
乾当时年仅18岁，头一次看见村里如此热闹，兴奋得
跟着队伍一直跑。事隔几十年，回忆此事廖振乾仍如历
历在目。

受铁道兵团的影响，第二年村里的青年廖开鸿和廖
振福、廖澎运就一起报名参军了。

70年后 后人追寻历史 奉献精神永传承

走进廖氏宗祠，我们欣喜地发现“功在人民”这方
匾额高高悬挂在大堂上方，匾额上“功在人民”4个金
色大字遒劲有力，特别耀眼。旁边注明了赠匾日期及赠
匾单位。

2019年12月18日，70年前赠匾的热闹场面再次上
演。广铁集团衡阳车务段一行再次走进廖家湾，赠送当
年的赠匾照片及事件报道报纸照片。廖家湾村民就像过
年一样杀鸡宰羊，摆酒席，请村里的老人共同见证这一
重要时刻。

廖振乾在廖氏宗亲理事会会长廖月恒的搀扶下拄着
拐杖，慢慢走到70年前赠匾的合影前，他抖动的手指
着照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把名字都数了出来。

“这是廖汉章，他是族长。”“这是廖一秀。”“这是廖位
秀，他是大厨。”……

廖月恒代表廖家湾接受了赠送的照片，并召集村里
的老人在原址上再次合影。廖月恒告诉我们，这方匾额
是廖家湾村获得的崇高荣誉，是廖家湾人爱国奉献精神
的真实体现，是对廖家湾村民的巨大鼓励，已成为廖家
湾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70年来，廖家湾村民视这方匾额为珍贵文物，几
次对这方匾额重新刷漆描字，修葺一新，并以此对一代
代廖家湾后人进行爱国传统教育，学习先辈爱国护路、
甘于奉献的精神。

如今，当年的粤汉铁路早已随着历史逐渐消失，原
有的路基铺成了碎石公路，沿山势蜿蜒而去。

“功在人民”匾额引出的红色故事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许成君

一块“功在人民”的匾额，牵出了一段70年前廖家湾村民为抢修铁路，解放全中国贡献
力量的红色故事。它是历史的见证，记载了村民们爱国护路的奉献精神，让后人们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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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漳河大桥旧址漳河大桥旧址7070年前赠匾合影年前赠匾合影

今日郴州 客户端

以上稿件选自“今日郴州”
客户端和郴州新闻网“问政”栏
目，欢迎各位网友登录，踊跃发
帖。栏目组真诚地期待各单位直
面群众留言，积极回应。欢迎各
单位使用单位全称注册，登录后
可评论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