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是中国共产党
展现自信开放的舞台，也是国际社会观
察世界最大执政党的窗口。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十八大报告高扬人民民主这一光辉旗
帜，从“制度建设”出发，提出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路
径， 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
心与决心，在这一关乎党、国家、民族

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 亮出了清晰
的路线图。

人民民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 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下转5版②）

突出制度建设，高扬人民民主旗帜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之七

孙敏坚

黄玉彪是个好人。好在哪？好在他
做的都是对他人、对众人、对社会有益
的事；好事不是做一件两件，做一天两
天，而是做了20年，并且还将继续做下

去。
黄玉彪说自己最佩服的人是雷

锋，要把学雷锋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20多年来， 他凭着智慧和毅力创造了
财富，又长期默默无闻地给社会贫困、
弱势群体送去关爱。他像雷锋一样，追

求的是一种大爱。 他的爱不仅仅是对
家乡之爱， 更是对祖国之爱和对人民
之爱。从南国到北方、从湖南到四川，
都有他爱的足迹。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力弘扬“为富
必仁、富而至善” 的高尚情怀。黄玉彪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写就了一个民营
企业家立足岗位学雷锋、 富而更加学
雷锋的最好注脚。

本报记者 孙敏坚 蒋剑平 戴晴

11月24日清晨， 邵东县双凤乡大
兴村村民李宝生起了个大早， 跑到鸡
窝里抓了只最肥的鸡， 又下地摘了两
筐新鲜的蔬菜。李宝生说：“拿了100万
元帮我们村修路的‘活雷锋’黄玉彪今
天要到村里来，我去看看他！”

“活雷锋”，是熟识黄玉彪的人对
他的敬称。 今年64岁的广东大亚湾广
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玉彪，20年
如一日做好事、做善事，用善行矗立起
一座精神的丰碑。

“修渠道的事不能拖，
我来管!”

11月23日， 在镇上的女儿家吃完
晚饭， 邵东县两市塘街道泉水村村民
刘尚桂踏着夜色回了家， 她要去村民
活动中心跳广场舞。

刘尚桂告诉记者 ：“以前别说跳
舞，外面黑灯瞎火的，出门都不敢。现
在，彪伢子帮我们搞起了路灯，夜晚跟
白天一样，想去哪里都方便！”

她口中的“彪伢子”，就是黄玉彪。
这个在外打拼20余载的老板， 户口始
终在家乡泉水村，他把为乡亲们、为贫
困地区老百姓解难帮困做好事， 当成
自己分内的事。

1991年，泉水村一条2公里多长的

土渠因为严重淤塞。村民只能干着急，
因为没有维修资金。

事情传到了黄玉彪耳朵里。 他当
时在县城承包了一家小型建筑公司。
他说：“修渠道的事不能拖， 我来管!”
他拿出60万元，亲自设计、亲自组织施
工，解决了600余亩水田的灌溉问题。

从2006年以来，由黄玉彪出资，修
通、硬化了5条村级公路，长4公里多，
加上原有的水泥路， 泉水村形成了环
形互通路网。 村支书黄昌良给记者算
了一下，这么些年来，黄玉彪为村里铺

路、通渠、建村民活动中心……投入总
计在400万元以上。

祁东县风石堰镇敬老院房子年代
久了，老人住起来不方便。黄玉彪听说
后，二话没说就掏出了40万元；贵州省
兴义市望谟县83岁的孤寡老人李旺英
没钱看病，黄玉彪特地送了5万元并亲
自把她抬到了医院。2007年，中华思源
工程扶贫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他捐献
100万元；他在自己的广宝公司设立了
“爱心基金”，每年拿出500万元投入社
会公益事业； （下转3版）

一生追求学雷锋
———记广东大亚湾广宝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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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十月十三

十月廿四 大雪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共中
央近日印发了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 全文如
下：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 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
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
上来， 现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大
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于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 。 这
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
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
是一次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 团结奋
进的大会， 对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分析了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回顾和总
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
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
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提出
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
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确定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
标， 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 对全
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
确要求。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
委员会作的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而奋斗》 的报告， 描绘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宏伟蓝图， 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
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是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 体现

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 ，
体现了党的十八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
点和重大工作部署， 对以改革创新精
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
要求。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 ， 一批经验丰富 、 年富力
强、 德才兼备、 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
中央领导机构， 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的又一次新老交替， 充分显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 薪
火相传、 后继有人。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 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关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 对动
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满怀信心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 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 全面准确学习领会
党的十八大精神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
首先要认真研读党的十八大文件， 原
原本本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章 ，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要着重把握以
下几个方面。

1.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的主题。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放思想， 改革
开放， 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 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这是党
的十八大的主题， 鲜明回答了我们党
举什么旗帜、 走什么道路、 保持什么
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
续前进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也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
解放思想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

强大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是推动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2.要深刻领会过去5年和10年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
十七大以来的5年 ， 是我们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5年 ，
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 、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5年。
过去5年的工作 ， 是党的十六大以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这10年， 我们紧紧抓住和用
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胜
一系列重大挑战， 奋力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 这 10
年， 社会生产力、 经济实力、 科技实
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 人民生活水平 、
居民收入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
个大台阶， 综合国力 、 国际竞争力 、
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国家面

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是我国经济
持续发展、 民主不断健全、 文化日益
繁荣、 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 是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民得到实惠更多
的时期。 同时， 必须清醒看到， 我们
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 前进道路上
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面对前所未有
的风险挑战，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居
安思危， 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3.要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历史
地位和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
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
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对新
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
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 把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提高到新的水平， 开辟了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
果，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
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
武器。 （下转4版）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富而至善”写大爱■短评

本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灵宾 贺勋 龙雪刚

“头疼脑热不用急，村村都有卫生

室， 10分钟走路就到， 10块钱看病兜
底， 搭帮党的好政策， 政府部门细落
实……”近日，记者到攸县农村采访 ，
听到了这首群众编的称赞村卫生室的

顺口溜。县委副书记胡湘之介绍，今年
初， 县委、 县政府向全县66万农民群
众，作出了“10分钟看到病 ，10元钱看
好病”的“双十”承诺。 （下转5版①）

“10分钟看到病 10元钱看好病”
———攸县加强村卫生室建设见闻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市州委书记访谈

本报记者 陶小爱

“党的十八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大会总结的实践成就令人
鼓舞、 描绘的宏伟蓝图催人奋进、提
出的各项要求让人期待。长沙要在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中走在前面，
争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领跑
者’。”11月25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陈润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
谈起党的十八大，心情异常激动。

陈润儿说，“举什么旗， 走什么
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民族命运。”
“党的十八大，就是一次高举旗帜、引
领方向的大会。” 他说：“这次大会确
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并将之
作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这
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推向了新阶段，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开启了新征程。报
告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人民群
众的期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内涵、总体布局、阶段特征和实践

原则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响亮地提出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三者的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上系
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让我
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陈润儿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特征的科学
分析， 使我们更加认清了使命责任。
报告明确提出“三个没有变”，即“基
本国情”没有变，“主要矛盾”没有变，
“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特征，
是我们思考问题、 作出决策的总依
据，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
陈润儿说， 长沙市近年来按照中

央和省委的要求，着眼于率先发展、统
筹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相互统
一，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
发展，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率先
发展的良好局面，经济增长率、综合竞
争力、 城市首位度和居民幸福感都得
到明显提升。 这些年是长沙经济发展
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受
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尽管在我们前进
的道路上，风云变幻，充满挑战，但我
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办好了一桩桩
大事、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生动的实践
再次启示我们：大发展，小困难；小发
展，大困难；不发展，尽困难。

陈润儿说，长沙市学习贯彻落实
十八大精神，着力点在率先建成全面
小康这一具体目标。 （下转5版③）

争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领跑者
———访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 � � � 11月25日，游人冒雨在长沙岳麓山爱晚亭景点观赏红枫。最近，
岳麓山枫叶逐渐变红，进入最佳观赏季节。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11月23日，黄玉彪向记者介绍由他出资建设的一条村道。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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