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胡蒿） 连日来，湖
南建工集团以各种形式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行动，投身建成小
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11月19日下午，集团总公司
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
习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十八大
代表、集团总公司水电施工员叶

钦向大家介绍了党的十八大盛
况， 传达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并
畅谈了参会感受。集团总经理周
海兵表示，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指导， 深入推进集团科学发
展，着力在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上
下功夫，以期在推动企业经济效
益不断增长的同时，员工收入水
平逐步提高，真正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位。

� �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
飞 王福亮） 连日来， 永兴县、
乡、村三级联动，开展党的十八
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学习宣传
活动， 全面掀起了学习贯彻十
八大精神热潮。

党的十八大结束后， 该县
邀请党的十八大代表、 永兴县
柏林镇农村电影放映员马恭志

参加县五大家领导会议， 讲述
其参加十八大的感受和体会。
并以“天秀阁”理论学习阵地为
平台，每天安排两场专场学习。
县委讲师团把 “党的十八大精
神”精编成学习提纲，利用当地
媒体和远程教育平台进行宣传
解读。 各乡镇通过宣传栏、墙
报、广播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把
会议精神送到村组， 让十八大
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着力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永兴把十八大精神送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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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成新 陈惠芳
通讯员 王锐

湘乡市棋梓中心卫生院， 外科
主任王强是个大忙人。 11月21日11
时许， 记者来到该院住院部想采访
他，该院院长章新良略显歉意说，他
是我们医院的顶梁柱， 外科医疗这
一块的带头人， 现在正忙于给病人
做手术。

记者随即到病房走走， 病人王
新金头部受伤， 刚刚是王强给他做
的手术，他是临近娄底人，与王强素
不相识，但一瞧见记者，直夸王医生
技术高、服务好。 76岁、来自该市毛
田镇花亭村的五保老人谭成富 ，患
有疝气病，点名也要王强给动手术，
他在邻居的陪伴下， 还在病房里等
着呢。

当天临近中午12时，记者见到从
手术室出来的王强。 2005年，他从湖
南师大医学院毕业，然后加入了“大雁
南飞”的队伍，漂泊了几年。2010年初，
王强来到湘乡市棋梓中心卫生院，两
年多时间，就成长为该院医疗技术领
头雁。

记者寻思， 为何一家偏远的卫生
院，有这么一位医技精湛的能人呢？湘
乡市卫生局的一位同志给记者解开了
疑窦：农村卫生院难以留住人才，这一
难题一直制约着农村卫生事业的发
展。 如何让“飞鸟”变“候鸟”，湘乡在全
省率先下了一盘农村卫生技术人才
“县管乡用”的活棋。

2009年3月，湘乡市卫生局联合市
人事局、市编办、市财政局出台了《关
于选聘医药类本科生和执业医师到乡
镇卫生院工作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规
定》的文件，他们称为“县管乡用”政策。
其具体政策是，从2009年起，每年招聘
20名医学院校本科生和执业医师到乡
镇卫生院工作， 解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编制并由市卫生局代管；聘任期5年
内， 市财政保证其基本工资及5项保
险； 聘任人员同时享受所在乡镇卫生
院干部职工同等绩效奖金和福利；聘
任人员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满5年后，经
本人申请、市卫生局考核合格，原则上
安排到城区医疗卫生单位工作。

这就是“布棋”。
王强，就是湘乡市“县管乡用”政

策在棋梓中心卫生院布下的一枚 “棋

子”。 另一枚棋子，就是与王强同来的
刘路军，他毕业于内蒙古包头医学院，
具体负责内科。 为下活“棋子”，棋梓中
心卫生院一班人费尽思量。 建房子，安
好家， 让他们有归宿感； 纳于后备干
部，进行重点培养，并选派王强2010年
到湘雅进修半年。

“大医院 ，是小医生 ；小医院 ，
是大医生。 ”面对记者的访问，王强
谈起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很有成就
感 ：以前卫生院只能治一些头疼脑
热的小病 ，现在很多的大病 ，老百
姓不用跋山涉水在家门口就能治
了 。 随着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
高 ，看到健康长寿的乡邻百姓越来
越多，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为放大“榜样”效用，激发医务人
员工作的紧迫感， 该院实行人事制度
改革，提高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目前
该院拥有专科学历4人、本科学历4人，
其中中级职称16人， 成为湘乡市乡镇
卫生院中唯一一所“一级甲等”综合中
心卫生院。前不久，该院院长章新良作
为我省唯一乡镇卫生院代表， 在全国
农村协会年会作典型发言。

“棋子”一活，“满盘”皆赢。

禹振华

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11月23日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经重庆市纪委
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
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
已免职并对其立案调查。

11月20日晚， 不雅视频截图在微
博发布；21日， 重庆市有关部门表示，
注意到此事，并开始核实；22日，确认
有关视频并非PS， 继续核实当事人身
份；23日上午11时， 确认当事人身份，
免职并立案调查。

从曝光到免职， 其间仅63个小时。
重庆有关部门态度非常积极而且严谨，
此案可以说是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合
作的又一典型成功案例。

这种极速，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为视频提供的事实非常准、非常
清晰且比较容易调查核实； 更主要的
原因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 已经
把拒腐防变提高到“巩固执政地位、实
现执政使命”的高度。

从雷政富一案可以看出， 互联网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公民社会
日益成熟的今天， 网络反腐是一种有
效反腐方式。但是，网络反腐只是一种
反腐方式，甚至只能定义为举报信息。

反腐要落到实处， 最终还是要归结于
制度反腐，按照制度进行调查，按照程
序进行处理。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两点之间，
本应直线最短，为何举报信息不直接呈
交有关部门，而去网络上绕个弯？

这不仅仅是因为网络已经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还因为“信任”的缺失，担心石
沉大海，甚至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形，而选
择用舆论来“绑架”查处。在互联网上，没
有一个人认为雷政富也可能是遇到 “中
年危机”而出轨，甚至直接将其定义为贪
官。 事实上，这一切目前均未查实，而绝
大多数人此前也并不认识雷政富， 仅仅
因为不信任就各自早早下了结论。

网络反腐其实是把双刃剑，在有效
的另一面，也容易伤及无辜，容易放大个
案，透支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雷政富不
雅视频在网络的流传， 不仅已经影响到
当事女性的现实生活， 而且因为一些网
友的热情“搜索”，不少毫无瓜葛的女性
也不幸“中招”，被传为当事女性。

要杜绝这种负面效应，关键还在于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
私枉法”。 两点之间， 直线如果完全畅
通，也就没多少人愿意绕弯路了！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徐亚平）今天，左宗棠诞辰200周年纪
念大会在湘阴县隆重举行。 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左
宗棠第五代孙左焕琛， 省领导和老同
志王克英、许又声、李有新、蒋作斌、龚
建明、董志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
委、军区司令员龙义和出席。

纪念大会由省政协办公厅、省委
宣传部、岳阳市委市政府主办，湘阴
县委县政府承办。

许又声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他
说，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
家、政治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推动
近代中国自强求富作出了重大贡
献。 缅怀、纪念左宗棠，对于弘扬爱
国主义传统，凝聚智慧力量，努力实
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
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许又声强调，纪念左宗棠，就是
要学习和发扬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情
怀，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引导全体
人民为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贡献聪明才智。 要学习和发扬他经世
致用的务实作风，奋力开创各项工作
新局面， 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
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 采取有力措
施，切实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
到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上来，全面推进
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 努力开创全省科学发展、富
民强省新局面。 要学习和弘扬他为政

利民、克己奉公的精神，努力形成风
清气正的良好风尚， 更好地担负起
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围绕纪念活动主题， 湘阴县还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左宗棠文学作
品 、歌曲 、邮票等征集竞赛活动 ，组
织举行了左氏宗亲会、 恳亲考察团
故里游等系列活动。 左宗棠文化园

的左宗棠生平事迹展览馆、 诗词碑
林等均已建成。 纪念大会前，湘阴县
举行了左宗棠生平事迹展览开展仪
式。

�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慧芳）今天上午，民盟湖
南省委在长沙举行座谈会， 纪念陈
新民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非
凡业绩和杰出贡献。 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
席李重庵，省领导和老同志李微微、
肖雅瑜、 杨维刚、 谢佑卿出席座谈
会。

陈新民是中国冶金高等教育的
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冶金学家、化学
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民盟湖南
省委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
亲密诤友，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资深学部委员， 中南矿冶学院的创
始人和首任院长，其丰硕科研成果，
为我国有色金属的开发综合利用提
供了理论依据。陈新民逝世后，根据
他生前要求， 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他
为中共党员。

李重庵指出， 纪念陈新民诞辰

100周年， 对于继承发扬民盟的优良
传统，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
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学习他
一生报国的志向担当，为民奉献的高
尚品德； 发扬他忠诚教育的进取精
神，科学育人的远见卓识；传承他心
怀天下的诤友胆识，奔走国是的赤子
热忱。 在中共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我
们要更好地履行民盟的参政党职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李微微说， 陈新民为当代中国
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当前，全省人
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
神，扎实推进湖南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伟大事业。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包
括陈新民在内的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 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
德、锐意进取，胜利完成历史赋予我
们的神圣使命。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易蓓） 今天， 致公党湖南
组织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长沙
召开。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
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王宋大、 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
省领导李微微、 肖雅瑜、 李友志、
王晓琴， 老同志韩明、 黄祖示等
出席大会或参观致公党湖南组织
建立30周年书画展。

30年前， 致公党中央派员来
湘建立组织。 如今， 致公党湖南
组织已逐步成熟， 初具规模， 目
前全省共有长沙 、 湘潭 、 株洲 、
衡阳 、 岳阳 、 张家界 、 常德7个
市 级 组 织 、 158 个 基 层 组 织 、
2700余名党员。

严以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致
公党将一如既往坚持和维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
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
同心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应有
的贡献。 致公党湖南各级组织要建
立健全参政党工作机制，进一步搞
好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 积极做好社会服务工
作 ，为湖南的 “四化两型 ”建设和
“两个加快”作出新贡献。

李微微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致公党湖南省委作出的积极贡
献。 她希望湖南致公党进一步深
化 “同心 ”思想主题教育活动 ，引
导全省广大致公党员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
心 ，进一步发挥 “侨 ”、“海 ”优势 ，
积极参与 “同心 ”实践 ，为促进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 � � �本报11月25日讯 （通讯员 马新亚）
为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 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于11
月23日在衡阳组织召开了湖南文艺评论
界学习十八大精神暨衡阳文艺创作研讨
会。

与会评论家表示， 中央对文化建
设和理论工作的重视， 为我省文艺评
论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文艺评

论工作者要走以人民为中心、 与时代
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引导群众树立正
确的审美取向和高雅的文化品位 ，充
分发挥文艺评论在引导创作方向 、提
高鉴赏水平方面的作用。 大家认为，省
评协要做文艺理论评论界的大事 ，不
做“吹捧抬轿”的小事，要扩大文艺理
论队伍，拓展文艺理论阵地，扩大文艺
评论影响。

棋梓布“棋子”
———《走进基层卫生院》系列报道之十六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两点之间，本应直线最短
� � � �网络反腐只是一种反腐方式，甚至只能定义为举报
信息。 反腐要落到实处，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制度反腐

文艺评论界学习十八大精神

不做“吹捧抬轿”的小事

致公党湖南组织建立30周年
庆祝大会召开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记者手记

创新思路选好人，是乡镇卫生
院健康发展的第一要着。 这几年，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推
动下，乡镇卫生院蓬勃发展 ，从真
正意义上解决了老百姓 “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但农村卫生人力
资源数量不足、 素质低下的现状，
制约了这一发展的大好趋势。湘乡
市卫生局推行“县管乡用”，破解了
这一难题。像选拔大学生“村官”一
样，选录乡镇卫生院人才。

选好了人才，留住这些人才，又
是卫生院必须思考的一大课题。 棋
梓中心卫生院根据技术人才专业特
长，采取名师带徒、学术交流、脱产进
修、 医学科研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培
养，使他们尽展其长、大有用武之地，
并迅速成长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
业务骨干和管理人才， 对发展和壮
大农村卫生队伍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一个长效机制 ， 值得推
广。

左宗棠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在湘阴举行
左宗棠生平事迹展览开展

� � �图为祭拜左公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民盟省委举行座谈会
纪念陈新民诞辰100周年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 � �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李
光华 通讯员 尹奇军 左媛媛）今晚，
在美丽的湘潭市昭山示范区， 一场别
开生面的佛教音乐晚会， 揭开了湖南
佛教同心同行和谐之路暨佛教音乐研
讨会系列活动的序幕。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
微宣布系列活动开幕。 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副院长周宁，副省长盛茂林，省长
助理袁建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
佛教协会会长、 本次活动组委会主任
圣辉大和尚等出席。

这次系列活动由省佛教协会 、中
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 、
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 船山佛教文
化研究中心主办。 主题为“梵韵昭山·
佛佑神州” 的佛乐晚会， 以湘江为背
景，以昭山为舞台，大气磅礴，精彩纷

呈。 净良长老、广声大和尚、自雄法师
等来自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各
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百名高僧大
德、研究佛教音乐的学者，与现场2000
多名观众共同聆听佛教音乐盛会。

盛茂林在晚会上致辞。 他说， 党
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要建设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挖掘佛教文化精华、 弘扬
积极社会价值， 是宗教界和社会各界
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近年来， 湖南
佛教界高举爱国爱教旗帜， 不仅在护
国利民、 服务众生等方面作出了积极
贡献， 还在佛教学术研究、 宗教文化
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对凝聚各
方力量、 促进社会和谐发挥出重要作
用。

佛教音乐研讨会系列活动开幕

湖南建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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