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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与参加座谈会的农民工代表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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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在宁乡县关山村考察。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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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亚静

盛夏时节 ，持续高温 ，在工地挥

洒汗水的钢筋工董志平心头却感受

到一股别样的清凉。

7

月

25

日下午， 省委常委会议室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包括董

志平在内的

21

名青年农民工代表。 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之

邀，他们走进了省委大院。 周强与他

们面对面对话谈心，倾听大家的梦想

和心愿。

湖南是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全省

农民工已达

1063

万人，

35

岁以下的青

年农民工比例更是超过了

60%

。 他们

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勇敢地走

出农村，走进城镇 ，在平凡的岗位上

谱写出一曲曲自强不息的奋斗之歌。

近日，在周强的提议下 ，我省开展了

杰出（优秀）青年农民工评选活动，此

次受邀的代表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下午

3

时

30

分，周强来到会议室，

亲切地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候。 “很高

兴邀请大家过来，就是想听你们讲讲

心里话。 ”看着一张张朴实而充满青

春朝气的面孔，周强热情地招呼大家

落座，本有些拘谨的青年农民工们顿

时活跃起来。

坐在周强身旁的董志平首先打

开了话匣子。 今年初春，小董作为全

国农民工代表， 受温家宝总理邀请，

到中南海就政府工作报告和 “十二

五”规划纲要草案进行过座谈。

“党和国家对农民工的真情关

怀，将永远激励我不断追求进步！ ”作

为一名普通钢筋工，小董多年来坚持

刻苦钻研，创造性地革新了钢筋制作

方法，获得了“鲁班奖”。 他深有感触

地说：“认真做事，小岗位也能赢得大

舞台！ ”

略显稚气的裴永红，在受邀代表

中并不起眼。 当他站起身来，大家才

看到他右手“空荡荡”的袖子。

今年

3

月的一天， 在湘潭电厂工

作的小裴，指挥油罐车倒入油库。 突

然，对讲机发生故障 ，火车可能撞到

油库引发爆炸！ 情况万分紧急，小裴

奋力排除险情， 惨剧在瞬间发生，他

被卷入车轮下 ， 右手手臂被连根压

断！ 血流如注的小裴强忍伤痛，挣扎

着冲进调度室，及时发出警报，火车

在最后一刻停住， 小裴却昏死过去。

“我用一条胳膊守护了那份神圣职

责、守护了人生价值，我无怨无悔！ ”

“你用血肉之躯保卫了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 保卫了集体财产不受损

失，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 ”周强鼓励

小裴扬起生命的风帆，现场气氛感人

至深。

“我是一个 ‘革了传统生活锅炉

命’的农民工，多年的奋斗打拼告诉

我———有理想就有目标、有行动才能

实现。 ”只有初中文化的黄文灿，研制

出拥有

50

多项自主专利的多功能一

体化厨具， 可取代传统生活锅炉，市

场销路十分广阔。

“感人的草根精神在这里闪耀，

漂泊在外的农民工兄弟有了自己的

‘家’。 ”桃源县农民工刘志祥在杭州

打工，创办了“草根之家 ”，为工友提

供文化娱乐服务，已成为全国知名的

农民工公益机构。

没有华丽辞藻和豪言壮语，一句

句朴实的话语传递着震撼人心的真

挚情感。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扎

钢筋扎出了‘鲁班奖’、以血肉之躯坚

守神圣职责、在打工之路上奋力实现

各自的梦想、黝黑的皮肤折射出健康

之美 ， 你们诠释出的是平凡中的伟

大、朴实中的崇高、奋斗中的快乐、自

然中的时尚！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周

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青年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

创造者，也是文化和时尚的创造者。 ”

周强动情地说，如果把湖南的现代化

建设进程比作一首交响乐， 那么，农

民工群体就是其中最激昂、最雄浑的

乐章之一！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

可看到你们的身影，留下了你们的汗

水，你们用汗水和智慧谱写了当代青

年参与现代化建设最壮丽的青春之

歌，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道 ，绘就

了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最美

丽的蓝图，铺就了城乡统筹 、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历史将铭记

你们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理应得到

全社会尊重！

“希望你们谱写最壮丽的青春篇

章，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祝你们

每个人梦想成真！ ”周强向青年农民

工提出殷切希望：要认真学习贯彻胡

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将

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党和人民的伟大

事业中去， 努力成为学习的模范、创

业的先锋、守法的公民、致富的骨干。

要勤奋学习，适应时代需要 ，不断学

习各种新知识、新技能 ，立足各自岗

位， 努力成长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

手；要甘于奉献 ，继承发扬农民工群

体的优良传统，在推进“四化两型”建

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科学发

展、富民强省中勇于奉献，在奋斗、奉

献中体会快乐 、实现人生价值 ；要建

功立业，在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广阔舞台上， 艰苦奋斗、

敢于争先、建功立业。

周强指出 ，党中央 、国务院一直

高度重视、 亲切关怀农民工群体，就

做好农民工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

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在政治上大力关心，在

生活上真诚关怀 ， 在机制上加强保

障，加强技能培训，维护合法权益，支

持就业创业，帮助农民工群体更好更

快地融入城市社会，努力解决他们在

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

营造全社会尊重、关爱农民工的良好

氛围。

座谈会临近结束，周强邀请大家

合影留念 ， 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

物，分送给每个农民工代表———几本

党史读物和技能培训书籍、一张给家

人捎去问候的电话卡。 大家从省委书

记手中接过这温暖贴心的礼物，感动

写在每个人脸上。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主持座谈会，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泰波参加座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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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5

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彭晓春 路险峰）今天

,

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长

沙召开。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

议将听取、审议

5

项工作报告，审议

6

件地方性法规草案，

1

个决定草案及

有关人事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瑜主

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副主任李江、谢

勇、陈叔红、蔡力峰、刘莲玉、蒋作斌

和秘书长孙在田出席会议。副省长郭

开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列席会

议。

受主任会议的委托，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尔源作关于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从检查情况来

看，全省各级政府贯彻实施食品安全

法总体情况较好，全省食品安全形势

趋于稳定，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但我省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还存在

一些薄弱环节。 本次会议期间，将围

绕全省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专题询问，

届时与食品安全工作有关的省直部

门负责人将到会回答询问。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胡衡华作关于湖南省

2011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省财政厅厅长

李友志作关于湖南省

2010

年省级决

算草案和

2011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省审计厅厅长唐会忠作关

于

201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物价局局

长龚秀松作关于全省物价形势和物

价工作情况的报告。 今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实现

“十二五”良好开局，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8762.7

亿元，增长

13.4%

，完成财政

总收入

1285

亿元，增长

36.6%

。上半年

价格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

CPI

涨幅与

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绝对价格水平

总体低于全国。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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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唐婷 田

甜）

7

月

24

日至

25

日， 省委副书记、省

长徐守盛来到长沙市，进工地、入企

业、访农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徐守盛强调，长沙要按照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率先实

现优化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人

本发展、和谐发展，力争成为全省转

型、创新发展的龙头。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参加调研。

24

日下午，徐守盛一行来到中山

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现场，由大

连万达集团开发建设的城市商业综

合体正火热建设中。得知通过房源供

给、货币补贴等方式，周边

2000

多户

居民得到妥善安置， 徐守盛叮嘱，要

切实安置好周边居民。 他还要求施

工、监理方恪尽职守，严把质量关，确

保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

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大

河西先导区规划展示馆描绘出 “两

型”城市的发展美景。徐守盛参观后，

要求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实用性，实

实在在满足群众需求。走进洋湖湿地

公园与梅溪湖片区， 徐守盛要求，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 做好资源循环利

用，建设“两型”生态新城。

宁乡县关山村采取土地入股、按

股分红的模式，让土地变资本、农户

变商户。 村里果蔬种植、农家乐等农

业休闲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合作企

业纷至沓来。 听说省长来做客，种植

户李玲捧着刚摘下的葡萄请省长品

尝，徐守盛连夸葡萄味道好。 他要求

完善农副产品的储藏、保鲜、物流渠

道，让村里的农副产品更迅捷对接市

场，帮助农民增收。 （下转

4

版

譺訛

）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

周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徐守盛在长沙调研时要求

抢抓发展机遇

争当全省转型创新发展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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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诠释了平凡中的伟大”

———周强邀请青年农民工代表到省委座谈

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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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唐婷 田

甜）今天上午，望城区工作汇报会暨

撤县改区授牌仪式举行，望城正式成

为长沙市第六区。 省委副书记、省长

徐守盛为望城区委、区人大、区政府、

区政协授牌，并寄语望城区打造成为

长沙最亮丽的“名片”，成为全省统筹

城乡示范区。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主持授牌仪式。

今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望城县

改区， 撤销望城县， 设立长沙市望城

区。 原望城县

969

平方公里的县域面积

成为长沙市第六区。 （下转

4

版

譻訛

）

望城成为长沙第六区

徐守盛为望城区授牌，寄语望城打造

长沙最亮丽“名片”

� �●以滨江新城为突破口，建设长沙生态都市旅游商务区

●长沙城区总面积扩大到1923.6平方公里，“长大”1倍

� � � �

图为授牌现场。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创办“草根之家”

阳光体育渴望“阳光”

———我省青少年体育教育现状调查之二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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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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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

河南法院对两起

涉“瘦肉精”刑事案件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