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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四川芦山4月27日
电 27日上午8时02分， 芦山县老
县城和平路39号，防空警报拉响，
胸戴白花的人们低着头， 矗立默
哀，许多人脸上，泪水止不住往下
落。

此刻，四川省在这里举办“深

切哀悼‘4·20’芦山7.0级地震遇难
同胞”仪式。四川省委省政府、成都
军区负责人、来自灾区的群众和人
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医疗卫
生系统的救援人员、志愿者等各界
人士近140人参加了悼念仪式。

（下转4版②）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4月25日至27日， 省委副书
记、 代省长杜家毫深入长沙市、湘
潭市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加快推进“四化两型”建
设，示范、引领、带动全省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3天时间，杜家毫考察了园区、
企业和重点工程建设， 调研汽车、
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
等产业发展情况。 每到一地，杜家
毫详细询问企业产品销路如何、融
资有无困难、用工能否保障等。 他
勉励中联重科等企业发挥湖南区
位、资源、人才、成本等优势，加大
科技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努力开
拓市场，实现更大发展。 在华曙高
科， 杜家毫拿起一把用3D激光打
印技术制作的二胡，即兴弹奏一曲
《赛马》。 他说，像这样的高新技术
产业，越是在创业初期，政府越要
加大帮扶力度， 助推企业发展壮
大。 杜家毫还考察了长沙比亚迪、
远大住工和奥克斯商业综合体项
目。

今年10月， 长沙首条地铁线

路———2号线一期工程将试运行。
杜家毫坐上工程车，实地查看建设
中的2号线。他说，大力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绿色交通，方便老百姓出
行，是政府职责所在。 要把长沙地
铁建成百年工程、民心工程。 在湘
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杜
家毫要求，切实抓好湘江污染综合
防治，严格保护水质，确保老百姓
喝上放心水。

杜家毫在湘潭九华经开区参观
了吉利汽车生产线、兴业太阳能（湖
南） 产业园、 泰富重工项目建设现
场， 在天易示范区和岳塘区考察了
金驰电缆、迅达集团等企业。 他说，
要加快园区建设， 引导生产要素和
更多企业加速向园区聚集， 不断提
高园区投资强度。在湘电集团，杜家
毫勉励企业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加
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在伟鸿食品，他强调任何时候
都不能忘记农业、 不能忘记让农民
富起来， 要积极探索符合湖南实际
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子， 把龙头企
业与农户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带动农民致富。 （下转4版③）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陈亚
静）今天上午，第十九次全省高校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省
委副书记孙金龙在会上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
阐述，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不断开
创全省高校党建工作新局面。省领
导郭开朗、李友志出席。

孙金龙就推进全省高校党建
工作提出了“六个紧扣”的要求。他
强调，要紧扣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推进高校
党建，认真学习领会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论断、新
部署、新要求，抓好贯彻落实；紧扣
推进高教科学发展这个崇高事业

推进高校党建，为高教改革发展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紧扣
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推进高校
党建， 引导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让学生真心喜欢、入脑入
心、终身受益；紧扣增强办学理校
能力这个关键推进高校党建，加强
领导班子建设，落实民主集中制原
则，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紧扣
改进作风这个重要保障推进高校
党建，党员干部要面对面帮助广大
师生排忧解难， 坚持勤俭办学，坚
决遏制腐败现象发生；紧扣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这个第一责任推进高
校党建，严格落实校园安全稳定责
任制，认真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下转4版④）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今天， 我省通报确诊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并收治1例江
西省铜鼓县人感染H7N9禽流感
确诊病例。 省卫生厅表示， 根据
《湖南省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
我省启动Ⅳ级应急预案， 将全力
救治患者， 并进一步加强不明原
因肺炎病例、流感样病例的监测。
专家提醒公众， 尽可能减少与禽
类不必要的接触，目前H7N9禽流
感成点状散发状态， 暂未发现人
传人证据，无需恐慌。

省卫生厅疾控处陈焱处长表
示，疫情发生后，我省立即成立人
感染H7N9禽流感联防联控领导
小组，加强卫生、农业、林业、商
务、教育、工商、药监、检验检疫等
部门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 省卫
生厅为牵头单位， 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制处。
此前，我省已组建了人感染H7N9

禽流感救治省级专家组， 并确定
了长沙市第一医院（长沙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 为成人患者收治
定点医院， 省儿童医院为儿童患
者收治定点医院， 承担全省人感
染H7N9禽流感感染病例的医疗
救治指导工作， 指导开展全省医
务人员专题业务培训等相关工
作。 每个市州也确定了定点救治
医院。

省疾控中心主任李俊华介
绍， 我省目前有H7N9检测试剂1
万余份， 每个市州疾控中心都具
备检测能力， 全省共有24家流感
哨点医院， 每家医院每个星期将
采集15份流感样病例、 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进行检测，力争早发现、
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另据悉，
我省还将做好相关药品物资储备
和人员应急准备； 加大动物疫情
监测和防控力度， 重点强化禽类
源头防控。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今天下午6时，省卫生厅召开新闻
通气会通报， 我省确诊首例人感
染H7N9禽流感病例， 并收治1例
江西省铜鼓县人感染H7N9禽流
感确诊病例。

据悉， 两名患者均有禽类接
触史或家禽环境暴露史， 目前分
别在邵阳市和长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救
治，病情危重。 其密切接触者共92
人均已实施医学观察， 目前均未
发现异常。

省卫生厅疾控处陈焱处长介
绍，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
确诊病例患者管某，64岁， 女性，
邵阳市双清区人。 患者于4月14日
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发热，体温
38℃－39℃，4月18日就诊于邵阳
市双清区一私人诊所。 4月19日就

诊于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随后
以“右肺肺炎并咯血”收住邵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 4月24日医院组织
会诊，诊断“病毒性肺炎、高度怀
疑人禽流感”，并向邵阳市卫生局
电话报告。 邵阳市卫生局立即组
织该市疾控中心、 双清区疾控中
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并采集患
者及其丈夫咽拭子标本。 4月25日
上午， 邵阳市疾控中心检测结果
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
阳性， 当晚10时省疾控中心复核
结果阳性。 4月27日中午1时40分，
中国疾控中心检测复核结果为人
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经调查，该病例发病前4天有
与禽类接触史， 患者经抗病毒治
疗、无创呼吸支持等综合治疗，目
前病情有所好转， 但仍未脱离生
命危险。 （下转5版①）

本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肖锦霞

张兴林

4月的阳光， 明亮
温暖。 4月的山风，和畅
温润。

呼吸着自然的芬
芳，走进井冈山下整洁
的炎陵县城， 心旷神
怡。

县城入口处，一块
硕大的彩色宣传牌引
人 注 目———“美丽 炎
陵，道德先行”。

作为全国生态文
明先进县， 炎陵是美
的；作为知名的自然和
文化旅游区，炎陵是美的。 今天的炎
陵，正在推进“县域道德建设”，描绘
又一道美丽风景。

厚重历史助力道德建设
4月10日上午10时多，记者走进

炎陵县城的炎陵中学， 见1000多名
学生身着红白相间的校服， 正在齐
声诵读《三字经》，稚嫩的声音响亮
悦耳。 诵读毕，又共舞“毛笔操”。 一
招一式，既有握笔书写的韵味，又有
传统礼仪的特征，令人赞叹。

操场一侧的墙壁上，挂着“布衣
先皇” 炎帝神农氏的画像，“天下为
公、无私奉献”的“炎帝精神”铭刻其
上。

校长向荣告诉记
者，炎陵中学是从炎帝
陵附近搬迁过来的，学
校一直将传承炎帝道
德精神、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作为道德建设的
重要内容，已形成自身
德育教育特色。

厚重的历史文化，
成为炎陵县取之不尽
的道德教材。

在该县鹿原镇鹿
原陂，中华民族始祖炎
帝神农氏安卧其上。约
7000年前，这位“始作
耒耜，教民耕种”的中
华农耕文化创始者，在
炎陵附近“尝百草”过

程中，因误食断肠草而逝，用生命立
起一座无私奉献的道德丰碑。

上世纪20年代末， 作为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核心区之一， 炎陵县又
被烙上深深的红色印记。 朱毛在这
里首次会面， 并在这里建立第一个
连队党支部、 第一次给贫困农民插
牌分田……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的
共产党人，展示出崇高的道德情怀。

近年来， 炎陵县每年举办炎帝
陵祭祖大典， 定期举办海峡两岸炎
帝神农文化祭等大型祭祖活动。 同
时，举办“重走红军路”、“红色旧址
入党宣誓”等活动，并大量接纳全国
各地踏寻红色足迹的“红色参拜
者”。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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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勇军
刘也

通讯员 李进

脚下沾有多少泥
土， 干部心中就会沉
淀多少真情。 这句话，
在水乡汉寿得到了验
证。

去年初， 汉寿县
选派1918名干部，组
成565个群众工作组，
每月集中3天时间，下
到村、社区，访民情、
查民意、解民难。 一年
多来， 他们深入农家
院落、田间地头，与群
众面对面谈心、 手拉
手帮扶、心贴心解困。

4月底，记者来到汉寿，从群众
的话语里和笑脸上，感受到当地干
群间的良好关系。

“双莉新生”
在沧港镇七星村，记者听到了

“双莉新生”的故事。
20年前，七星村村民李双莉患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造成股
骨头坏死。 随着病情加重，她失去
了生活自理能力，瘫痪在床6年。 根
治的途径只有换髋关节， 而8万元
手术费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李双莉只好放
弃治疗，终日以泪洗面。

绝望的李双莉做
梦都没想到， 县委派
来的群众工作组改变
了她的命运。 去年刚
入春， 群众工作组组
长张绍良走访李双莉
家时， 看到的情景令
他心酸。 身为县人民
医院党委副书记的张
绍良坐不住了， 一面
将情况向院长伍国典
汇报， 一面帮李双莉
申请大病救助。 半个
月后， 李双莉在医院
接受了换髋关节手
术。

记者见到李双莉
时， 她正在自家院落
打扫卫生。“当时有死

的心，就是没死的力。 ”说起瘫痪在
床的那些日子，李双莉感叹生不如
死。 现在，李双莉不但能下床走动，
还能为家里分担家务。 她噙着泪水
说：“是群众工作组给了我新生，这
份恩情全家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

居有其屋
在太子庙镇永兴村，有15户农

民因病或遭灾，长期寄居亲友家或
住在危房里。

曾当过村干部的戴兴好，家里
有3个儿子，按理说日子好过。 但其
大儿子成家不久，儿媳就患了癫痫
症。 （下转4版①）

四川举行悼念仪式
哀悼芦山地震遇难同胞

杜家毫在长沙湘潭调研时强调

加快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发展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陈勇
通讯员 饶力明 杨善平 车艳

坚持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
抓预防就是抓发展。

安乡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国土
局以土地综合整治建设为重点，建
立科学的预防机制。 近10年来，该
县土地整治建设持续保持职务犯
罪零举报、零发案纪录，受到国土
资源部通报表彰。

积极创新检察监督方法， 主

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前移监督
和预防关口， “安乡现象” 获得
各方好评， 引发业界关注， 并得
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 认为安乡
县检察院在不以机构升格和人员
增编的基础上， 形成了在检察长
统一领导下， 以预防科为主导，
整合资源， 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的预防工作新格局的经验值得认
真总结推广， 以推动我省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取得新成效。

（下转5版②）

我省确诊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同时收治1例江西病例

流感Ⅳ级应急预案启动
加强不明原因肺炎、流感样病例监测

4月27日， 挪威平衡大师埃斯基尔， 在吉首矮寨大桥距离地面330米高的钢梁
上， 不带任何保护装置成功进行徒手倒立、 叠凳子、 滚筒平衡、 平衡梯平衡等系列
悬空平衡大挑战。 本报记者 徐行 彭业忠 摄影报道

前移监督预防关口
———安乡土地整治职务犯罪10年零发案启示

“六个紧扣”推进高校党建
孙金龙出席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

4月27日8时02分，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 警察列队脱帽为地震
遇难同胞默哀。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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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凌云

4月26日，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杜家毫在长沙考察调研。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枪王” ———记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候
选人、 资江机
器公司研发中
心试制班班长
邹亮

让“被精神病”
不再上演

李自健：
用真情
传递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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