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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

针对有媒体报道， 湖北省委第六
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宜昌市秭归县
巡视28天总共花费80万元， 负责巡视
组接待工作的秭归县委办公室回应
称， 巡视组一行9人在秭归28天期间
开支的费用为114490元。 （9月14日《央
广新闻》）

不管是用了 80万元 ， 还是用了
114490元， 都是违规的， 都会导致巡
视组的公信力大受质疑。 巡视组本来
是来检查工作 ， 接待信访 ， 发现问
题 ， 纠正漏洞 。 现在倒好 ， 监督者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怎么能发现
被监督者的不足， 指出缺点与错误？

在个别领导干部看来 ， 吃住免
费 ， 顺带来点土特产 ， 都是 “小意
思”， 却忽视了 “小意思” 的影响力，
丧失了对 “小意思” 的警惕性。

账单中出现的 “衬衫 、 运动服 、
特色布鞋、 脐橙、 茶叶……” 等 “小
意思”， 成了基层与机关拉近 “感情”
的纽带， 成了下级向上级 “攻关” 的

桥梁， 成了领导干部 “无法拒绝” 的
“群众感情”。 久而久之， 思想就会麻
痹， 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
拍马的人是为了骑马， 抬轿的人是为
了坐轿。 某些人千方百计接近领导干
部， 挖空心思讨好 ， 处心积虑拉拢 ，
目的就是要利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
力， 为自己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

领导干部手握公权力， 极易被各
种诱惑所包围，在钱财、名利上犯错误
的概率比一般人大。 “忧患生于所忽，
祸害兴于细微”。 领导干部如果平常不
严格要求自己，在“小事”、“小节”上不
注意， 思想上放松警惕 、 丧失原则 ，
就容易迷失方向、 酿成大错。

与人交往， 要牢记 “勿以恶小而
为之 ， 勿以善小而不为 ”， 面对 “小
意思” 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多作一些
冷静的思考 。 要加强学习 、 锤炼党
性、 守住底线； 要耐住寂寞、 守住清
贫、 看淡名利； 要谨慎交友、 慎独慎
微 、 洁身自好 ， 远离 “小圈子 ”， 远
离 “小兄弟”。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陶海
音） 今天下午，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
会议要求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坚决按
照交通运输部和省委、 省政府的部
署， 认真吸取邵阳县 “9·9” 重大水
上交通事故教训， 在 “十一” 黄金
周即将来临前， 在全省范围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 确保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安全生产，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和城市客运行业各级各部门， 要立
即深入安全生产一线， 对水上客渡
船舶、 公路客运、 城市公共客运和
交通基础设施施工建设等领域安全
隐患进行彻底的排查治理， 消除安

全隐患。 一是全省海事部门要强化
对重点水域、 重点船舶、 重点部位
的安全监管 ， 加强对 “四客一危 ”
及运砂船等事故高发船舶的安全检
查， 严厉打击超载、 非法载客、 无
序航行等违法违章行为。 要严格航
标设置， 对渡口水域影响渡运安全
的碍航物要进行彻底清除， 并提请
当地政府落实县、 乡政府管理乡镇
客渡船、 渡口的责任， 加强对通航
水域中施工船舶 （含挖砂船） 的严
格管理， 各有船乡镇要落实专人负
责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节假日、 逢
集赶场期间乡、 村两级要指派专人
到渡口进行现场值守， 学生集中过
渡的渡口， 落实当地政府和学校的
管理责任， 海事部门加强监管， 学

生过渡由学校老师和家长护送并穿
救生衣。 二是加强公路客运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要深入运输生产一线， 加大对超
载、 疲劳驾驶、 违章上下旅客等违
法驾驶行为的打击力度， 监督客运
站场严格执行客运车辆 “三不进
站， 五不出站” 的制度， 加强对旅
客携带行李的 “三品 ” 检查力度 ，
严禁旅客携带 “三品 ” 进站上车 ，
严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三是要认
真抓好交通基础设施施工安全监管
工作， 落实安全责任。 各从业单位
进一步贯彻落实 “平安工地” 建设
活动和相关文件要求， 强化安全生
产意识，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
力度。 要强化现场管理， 防止因恶

劣天气或气候突变引发生产安全事
故。 加强架桥机、 龙门吊、 塔吊等
特种施工设备的安全生产， 杜绝操
作失误或设备故障而造成人员伤
亡 。 四是各城市客运主管部门和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 ， 要在当地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 ， 切实加强对城
市公交车和出租车运营安全工作的
领导， 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城市公
共客运安全生产大检查， 加强对城
市公共汽车、 出租车企业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督促运
输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
责任， 积极配合公安交警部门抓好
城市公共客运车辆的安全监管工
作， 确保城市公共客运车辆运营安
全。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乔
伊蕾）“学习马恭志同志的先进事迹，就
要像他一样，树立坚定的信念，磨炼坚
强的品格，忠诚自己的工作，甘于平凡
的岗位……”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省
广电局、省残联在长沙举行学习马恭志
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省委宣传部、省
广电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社科理论
专家、媒体记者代表、残疾人代表，围绕
马恭志先进事迹的精神实质、时代意义
及学习体会，踊跃发言。

马恭志是我省永兴县柏林镇一名
农村电影放映员。自1988年投身电影放
映事业以来，身残志坚的他走村串组送
电影下乡， 行程20万公里， 播放电影
10000多场 ，观众达200多万人次 ，丰富
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初在座谈
会上深情地说：“马恭志同志的先进事
迹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只有具有高
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 这种文化担当需要有100次摔
倒，101次站起来的勇气才能做到！ ”他
指出，马恭志作为一个残疾人，在崎岖
的山间小路上行走、攀登，为乡亲们送
去好电影，这种文化担当需要极大的毅
力。 他以执著的信念坚守着精神家园，
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向马恭志同志学习，贵在实践、重
在行动。 ”省广电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杨金鸢说，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要把学
习马恭志同志先进事迹与 “走基层、转
作风、改文风”活动相结合，把版面和荧
屏更多地留给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

众所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联系党和人
民的纽带作用。

湖南日报理论部主任奉清清认为，马
恭志这个人物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时代意
义、值得在当代社会大力推崇，其最重要的
内核和启示，就在于他用自己的实践告诉
了我们一个简单但深刻的道理：人，只要有
了信念，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上帝或许已经关上了你的一扇
窗，但我们可以用自己坚韧不屈的精神
和毅力为未来开启一扇门。 ”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学生文花枝说，马恭志教
会我们面对磨难学会坚强，怀抱爱和理
想，残疾人也会有精彩的人生。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所副所长王泽
应、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小毛、省残联副
巡视员周灿黎也在座谈会上发言。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王开生） 今天， 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民政系的谢泉峰老师很开心 ，
因为在学院举行的由学生评选 “学生
最喜欢的老师 ” 的活动中 ， 他和其他
11位老师一起光荣当选 。 今天 ， 学院
举行的表彰会上公布了这一评选结果。

省政协副主席 、 学院院长刘晓亲自为
他颁奖。

民政职院开展的“学生最喜欢的老
师”评选活动，于5月10日启动，历时4个
多月，全体在职在岗专任教师及所有具
有硕士学位的兼课人员 453人参与评
选。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傅海林） 今天上午， 韶山毛泽
东广场人头攒动， 随着激光球的闪烁，
“全国科普日 ” 湖南主场活动正式启
动。 老同志熊清泉 ， 省委常委 、 副省
长郭开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出席了启动式。 据悉 ， “全国科普
日” 期间， 我省将向公众免费或优惠
开放国家、 省、 市 、 高校重点实验室
和省科技馆及其他科普场馆。

从2005年起， 中国科协将每年9月
的第3周公休日定为 “全国科普日 ”。
郭开朗在启动式上指出， “全国科普
日” 是一项植根社会、 全民参与的科
普活动， 也是推动贯彻实施 《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 的重要载体 。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
台 ， 凝聚社会共识 ， 整合社会力量 ，
激发广大群众学科学、 用科学的热情，
共同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 培育创新
文化氛围， 为推动全社会科普事业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此次 “全国科普日 ” 活动以 “坚
持科学发展， 推动 ‘四化两型’， 促进
创新创造” 为主题， 将在全省各地举
办专家报告会、 科技下乡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在韶山启动式现

场， 近百块展板介绍了新能源、 医学、
农业等科普知识， 省科协为韶山村赠
送了1万册科普资料， 湖南农大、 省农
学会专家组成科技小分队下村到户为
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难题， 省老科协与
省科普作协的专家们开展了科技咨询

和报告会等活动，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
欢迎。

启动式上 ， 主办方还宣读了全国
科普示范县 （市 、 区 ） 命名决定 ， 韶
山市 、 湘潭市岳塘区等我省 37个县
（市、 区） 榜上有名。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民政职院学生评选“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谨防“小意思”
清正廉洁是党对干部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品质要求，面对“小意

思”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吸取“9·9”事故教训 彻底排查安全隐患

“全国科普日”湖南主场活动启动

9月 14
日 ， 在 韶
山 毛 泽 东
铜像广场 ，
工 作 人 员
在 为 市 民
发 放 科 普
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100次摔倒，101次站起来”
学习马恭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在长举行

本报9月14日讯 (本报记者 )为贯
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向党员干部推荐学
习书目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推动全省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扎实深入开展，省
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昨天确定了《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
认识与实践之三》、《梁衡红色经典散文
选 》、 《 公 仆 傅 学 俭 》、 《 被 误 解 的 中
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 》、 《中国震
撼———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 》等5
本书籍为全省第四期党员干部学习推
荐书目。

这5本书的具体内容是：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

之三》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编
内容简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出版。 本书总结阐述了去年以来，省
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四化两型”
战略，加快建设“四个湖南”，努力实现
“十二五” 良好开局所形成的一系列新

的认识与实践成果，为迎接省第十次党
代会召开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为实
现“十二五”良好开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 梁衡 著
内容简介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出版。 本书提倡写大事 、大
情、大理的大散文，主张将个人的政治
抱负、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化作一种美好
的文学意境，已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的教育与感化效果。 该书作为
一本以政治人物为主的散文集，既积极
追求篇章辞藻的文学之美，又大力颂扬
人格品德的求真务实之美，力求通过情
感的共鸣来达到资政育人的效果。

《公仆傅学俭》 汪太理 主编
内容简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

7月出版。 本书用翔实的事例、朴实的语
言，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原湖南省人大常
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傅学俭
同志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
心路历程，读后让人心灵震撼，对全省

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廉洁文化、践行党的
宗旨具有积极意义。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
今天》 梁柏力 著

内容简介：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
出版。 在近30年中国再次崛起的同时，
新一代史学家对明清经济和社会的研
究，出现很多新进展，提出不少新见解。
本书把新一代中国史学家近30年的研
究硕果，综合起来介绍给读者，对我们
以新的视角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制度演变，有很大帮助。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 张维为 著

内容简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
月出版。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
普通国家的崛起， 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
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 是一个 “文明
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
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自
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湖南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向党员干部推荐第四期学习书目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
社区卫生工作者被称为居民健康的
“守门人”。 今天， 由全省14个市州选
拔的28名健康 “守门人 ” 齐聚长沙 ，
举行以 “我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 ” 为
主题宣传活动的演讲比赛决赛。

据悉， 从今年7月开始， 我省开展
了 “我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 ” 主题宣
传活动 ， 已先后 评 选 了 优 秀 征 文 作
品 、 摄影作品等奖项 。 经过半天的
激 烈 角 逐 ， 来 自 湘 潭 市雨湖区窑湾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曾璐荣获一

等奖， 比赛还评出了2名二等奖 ， 3名
三等奖， 6名优秀奖， 我省将从中选出
2位优秀选手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演
讲大赛。

“我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举行演讲决赛
2名优胜者将参加全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