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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发三湘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责
任，省委省政府根据湖南实际，提出了加快
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的奋斗目标。这一
目标的提出，为全省人民在新形势下走向未
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小康 梦 两 型 梦 崛 起 梦 是
中国梦在湖南的生动实践

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体现了中国梦的
基本内涵。小康梦就是要让三湘人民如期进
入全面小康， 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这
体现了中国梦包含的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
两型梦就是要担负起中央赋予湖南两型社
会试验的使命，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两型社
会建设的路子，这体现了中国梦包含的民族
振兴的基本内涵；崛起梦就是要深入实施中
部崛起的国家战略，为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作出更大贡献，这体现了中国梦包含的国家
富强的基本内涵。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承接
了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小康梦反映了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 崛起梦
反映了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两型
梦反映了我们党顺应世界发展大潮、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小康梦两型梦崛起
梦反映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小康梦两型梦
崛起梦所追求的，既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
青山；既有经济繁荣，又有生态良好；既有社
会和谐，又有人民幸福，全面体现了建设美
丽富饶湖南的内在要求，深刻反映了建设美
丽中国的共同愿望。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彰
显了中国梦的价值追求。中国梦归根到底是
人民的梦，既要靠人民去实现，也要让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

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
与进步的机会， 我省的小康梦两型梦崛起
梦，反映了湖湘儿女加快湖南科学发展的迫
切愿望，顺应了三湘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
生活的殷切期盼，关系到全省人民能否获得
更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围绕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
崛起梦的总体思路进一步加大
研究阐释力度

为了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省
委省政府提出了实施“四化两型”、推进“两
个加快”、坚持“五个发展”、促进“三量齐
升”、守住“四条底线”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
略，构成了我省书写中国梦湖南篇章的总体
思路。 当前，全省社科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紧紧围绕这一总体思路，自觉把研
究阐释好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
作为主攻方向，为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
起梦，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和参谋部作用。
要加大实施“四化两型”的研究阐释力度，着
重研究阐释好如何在更高起点上实行“四化
联动”；进一步形成“两型引领”的体制机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决淘汰过剩落后
产能；在我省成为工业强省后继续发挥新型
工业化这个第一推动力；释放城镇化这一最
大潜力推动城乡一体化等问题。要加大推进

“两个加快”的研究阐释力度，着重研究阐释
好如何加强分类指导，着力解决我省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不平衡；构建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的现代两
型产业体系；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发展要

求，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长株潭
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不断提升湖南发展层
次和空间等问题。要加大坚持“五个发展”的
研究阐释力度，着重研究阐释好如何在第三
次工业革命新形势下进一步找准我省转型
发展突破口；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把“长株潭
自主创新现象” 提升为“湖南自主创新现
象”；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我省“四
大区域板块”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实施绿色
崛起战略，使产业结构更“轻”、发展模式更
“绿”、经济质量更“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
为主转变到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等问题。要加大实现“三量齐升”的研
究阐释力度，着重研究阐释好如何以提升经
济总量来推动全面小康，以提升发展质量来
支撑全面小康，以提升人均均量来保障全面
小康；解决经济发展总量、质量、均量“不同
步”、“不同向”、“不同速”；“调优” 传统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调大”县域经济和非公
有制经济、“调低” 工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调高”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产业就业吸
纳率等问题。要加大守住“四条底线”的研究
阐释力度，着重研究阐释好如何全力以赴稳
增长，克服“稳有余、进不足”，避免经济大起
大落；防范和化解地方性债务，规范民间借
贷行为，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实施民生建
设工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创新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问
题。

努力积聚加快实现小康梦
两型梦崛起梦的强大正能量

要进一步围绕共筑中国梦这一主题，充
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思想引领、 舆论推动、

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为加快实现我
省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积聚强大正能量。要
通过推动思想解放来积聚正能量，深入学习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干部群众树立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优化经济
环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两型社会改革建
设要敢于“先行先试、非禁即试”等思想，通
过推动思想大解放，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改革
创新的活力。要通过放大正面声音来积聚正
能量，进一步放大“发展形势积极向好”、“实
干成就梦想”、“改革不止步”等正面声音，在
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全力以赴奔小康、建两
型、促崛起的浓厚氛围，不断奏响三湘儿女
勇于追梦的激昂音符。要通过弘扬湖南精神
来积聚正能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民族复
兴的“中国梦”与个人成长的“我的梦”结合
起来，把面向未来的“追梦”与脚踏实地的
“筑梦”结合起来，进一步保持团结奋斗、昂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
梦崛起梦铸魂给力。要通过加快文化改革发
展来积聚正能量，着力繁荣文化事业，建设
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文化的小康来
助推我省的小康梦； 着力发展文化产业，以
文化这个两型产业的发展来助推我省的两
型梦；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壮大文化
实力来助推我省的崛起梦，为全省人民美好
的梦想增添更加幸福的底色。

“骗保求生”
呼唤救助立法提速
叶祝颐

24岁的湖南衡山女孩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
毒症。 为了求生，她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
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 她的养
父 、养兄等16名亲友 、邻居 ，也因协助其骗保获
刑。 因需要定时进行血液透析，聂水华目前被批
准保外就医。（11月28日《潇湘晨报》）

惩罚违法行为是一回事儿， 正视这种违法
行为背后的底层民众悲情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
聂水华的骗保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 不仅
其本人受到了法律制裁， 她的养父、 养兄等16
名亲友 、 邻居 ， 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 但是 ，
基于对生的渴望而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又让
人心生同情。

与以往媒体曾经报道过的河北 “农民锯腿
自救 ”、 北京下岗工人 “刻章救妻 ” 的案例一
样， 尿毒症女孩骗保求生， 实际上牵扯出医疗
体制与救助机制不完善， 普通群众无力抵御重
大疾病折腾的沉重话题。

事实上， 现有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农
合医保都是低水平 、 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 ，
并不能解决患者身患重大疾病的问题。 正如一
位基层医院院长所言 “脱贫三五年， 一病回从
前”。 司空见惯的生活困境背后， 隐伏着不可忽
视的社会危机。 某种意义上， 高昂的医疗费逼
人骗保， 实际上 “将” 了医疗体制、 救助制度
不完善的 “军”。

医疗费成了压垮尿毒症女孩一家人的稻草。
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完善相关政策措
施， 降低医疗费用， 给公众提供低价优质的公
共医疗产品。 提高大病报销比例， 补齐大病救
助这块医疗短板， 显得十分重要。

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完善社会救助
立法， 健全救助体系， 让弱势群体真正做到病
有所医、 难有所帮， 考验着政府的民生温度。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李国斌）近日，中国金手指奖
获得者、 湘籍设计艺术大师
宋旦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赠送“日出东方·圆梦中
国”全套作品，以纪念毛泽东
同志诞辰120周年。

“日出东方·圆梦中国”

是一套创意陶瓷艺术品，该
艺术瓷器颠覆了传统中国瓷
器的造型，集合毛瓷、釉下五
彩瓷、中国红瓷、青花瓷4大
国瓷的绝顶工艺， 世界首创
实现了盘和壶的完美结合，
是集实用、观赏、收藏、文化、
艺术、创意于一体的新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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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加快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
的强大正能量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

“日出东方”瓷器
赠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12月1日， 中石
化巴陵石化公司供
销部管道运行车间
职工在进行长输管
线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
该公司定期对所辖
管线进行全面排查
和 危 害 风 险 识 别 ，
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展 王熙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