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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两会归来话改革

本报记者 张斌

“应把打造‘华流’作
为进一步改革创新的突
破口，作为思想文化传播
的高地，作为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的明确目标。”3月
21日，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
席、湖南省电视艺术家协
会主席欧阳常林，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欧阳常林多年来与
广播电视打交道，非常关
注湖南文化体制改革和
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一部《来自星星的你》让‘韩
流’再一次席卷中国大陆，创造了
韩剧在国内的新纪录， 引发的空
前火爆与高度关注值得深思和警
醒。”欧阳常林介绍，“这一现象不
禁让人深思：第一，韩剧能够占领
中国市场并输出本民族的文化价
值观，影响到国内的大批青少年，
为什么我们的国产剧就做不到？
第二， 为什么韩国有强大的‘韩
流’能代表本民族的软实力，而中

国的市场和资金、 人才和资源远
远超过韩国， 经济文化实力不断
増强，为什么‘华流’千呼万唤就
出不来？”

欧阳常林认为， 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加快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 （下转4版③）

本报3月21日讯 （记者 杨柳青）
“我来送废旧电池了。”19日上午，社
区居民唐棠提着一袋废旧电池走进
韶山市火车站社区居委会。社区主任
为她记录在册，并给她兑换了一个节
能灯泡。自从在两型创建中引入市场
机制后，韶山市各社区开始探索“群
众送废品、企业赠物品”的两型创建
机制， 成效显著。“以前电池用完随手
扔，现在大家都养成了‘收废品、建两
型’的习惯。”唐棠笑着说。

通过机制引领，带动群众主动参
与， 是韶山市两型创建的一大特点。
在这一过程中，群众切身感受到“两
型”带来的变化和实惠，积极投劳的
主动性不断提高。

走进韶山村， 处处可见夫妻、父
子清理田间地头、收拾庭院、栽树种
花，多年不见的场景又出现了。村民
还自觉清洗掉字体夸张又有损形象
的餐饮广告，在村组口竖起各家各户
环境卫生排行榜。村民毛天明告诉记
者， 为了能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他
每周都会从外地开车回来打扫卫生。

公开评比机制的建立，让群众的
荣誉感得到增强。

（下转4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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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刘迎春 杨芳

岳麓山下， 一个好医生
走了，近千群众自发为他送行

3月6日下午4时， 小雨初歇。岳
麓山下， 长沙市第四医院院内道路
两旁，站满了医护人员、患者和自发
赶来的群众。大家神色凝重，为当天
凌晨3时离世的李伯平主任医师送
行。

“李主任勤勤恳恳工作了44年。
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们陪他最后一次
在医院走一圈。”3月11日， 李伯平的
弟子、长沙市第四医院骨科主任贺健
军告诉记者。

3月6日下午4时30分，贺健军、张

淑云、向忠、易文辉等李伯平的弟子
扶着他的灵柩，从医院太平间走出来
的时候，人们压抑不住悲痛，人群中
不时传来抽泣声。

灵柩绕着医院外科楼、 住院楼、
门诊楼缓慢前行，送行的队伍越来越
长。学生来了，医院领导来了，家住医
院附近的患者及家属来了，调离医院
的老同事来了， 还有医院的医护人
员、住院患者等，近千群众为李伯平
默默送行。

“这样的好医生为什么走得这么
早？”李伯平主任医师还不到70岁，人
们悲泣着说。

“李医生走了，我真的好难过。”
今年60多岁的田静，代表她85岁的母
亲特意赶来给李伯平送行。

“妈妈知道这一噩耗后，一直在
家哭，要我一定来送行。”田静告诉记

者。5年前一天的傍晚，她80岁的母亲
手腕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因担心
母亲年事已高不能耐受麻药，田静慕
名打电话请李伯平医治。

“当时已是晚上7时多了。接到我
的电话后，李医生说‘好的，我就来’。
来了后，李医生像亲人一样扶着我母
亲说‘别急，会好的’。接着，他搀扶着
我母亲到治疗室， 花了1个多小时为
她做徒手复位， 并用石膏绷带固定，
嘱咐她半个月后来复查。他一直忙到
晚上9时多才回家。复查的时候，他又
带母亲到放射科照片。如今，母亲的

手完全好了。5年来一直念叨着李医
生的好。”

3月6日下午5时，李伯平的灵柩
离开长沙市第四医院被运送到殡仪
馆。

44年坚守在医疗一线，
不怕脏不怕累，待患者如亲人

3月4日8时，长沙第四医院门诊3
楼骨科诊室，原本属于李伯平出诊的
桌前，再也不见他忙碌的身影。

（下转3版）

3月6日，一场交通意外夺走了长沙市第四医院主任医师李伯平的生命。噩耗
传开，患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人们流泪讲述他的故事———

仁心长驻天地间

本报评论员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
体；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的力量。

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
既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群众是改革的受益者，人民最拥
护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
产力得到大大解放， 经济迅速发展，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都是人民群
众切身感受到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
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要以人民群众

欢迎不欢迎、受益不受益作为判定改
革措施正确与否的标杆。 只有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赢得全
体人民的支持、拥护，才能在凝聚起
广大人民群众智慧与合力的基础上
大有作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必须具备的底线意识、全局意识。

人民群众中蕴藏最大的改革智
慧和创造力。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既是我们党领导和推进改革的一条
基本经验， 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30多年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证明， 改革开放

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新生事物，都
发轫于人民群众的探索与实践———小
岗村农民的大包干， 开启了农村全面
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闸门；在湖南，
邵东等地形成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长沙等地依托市场发展起来的歌厅文
化， 形成了体现湖南特色的经济文化
形象。因此，在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的进程中，必须尊重群众的智慧，尊重
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必须紧紧依靠
群众的力量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
改革，可能面临的复杂程度、敏感程
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以往。

（下转4版⑤）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召开的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
议提出： 今年组织实施重点建设
项目203个， 计划完成投资1800
亿元，同比增加100亿元。

据悉，今年重点工程将突出抓
好三个方面，即：围绕增强经济发
展后劲，组织实施好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 包括上海大众长沙项目、华
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格力电器
宁乡基地等先进制造业项目，长株
潭烟草物流、 长沙农产品物流、岳
阳临港产业新区等现代服务业项

目，托口水电站、攸县煤电一体化、
华能苏宝顶风电场等能源项目。

围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包括长韶娄、新溆等高速公路
项目， 沪昆客专湖南段、 石长铁
路、长株潭城际铁路等铁路项目，
黄花机场东扩工程、 张家界荷花
国际机场等机场项目， 湘江长沙
综合枢纽、 土谷塘航电枢纽等水
运项目，长沙地铁、长沙万家丽路
快速化改造等市政工程。

（下转4版①）

本报3月21日讯 （记者 冒蕞
张斌）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陈求
发在长沙主持召开十一届省政协
第17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 王晓
琴、杨维刚、张大方、欧阳斌、葛洪
元，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会议学习了李克强总理在国
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等文件精神， 研究了省政协委
员对省政协有关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审议了政协湖南省委员会重
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草案）、
湖南省政协2014年新闻宣传工作
要点（草案）、省政协2014年绩效
评估方案（草案）、政协湖南省委

员会接待工作规定（草案）、政协
湖南省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制度
（草案）、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关于
委派民主监督小组试点工作的实
施方案（草案）等文件。

陈求发要求， 必须充分认识
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认真学习李克强
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等相关重要精神，不
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省委九项规定和省政协相关规
定，把中央、省委关于反腐倡廉的
部署要求贯彻到政协工作的各个
方面、各个环节。

（下转4版②）

本报3月2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3月22日是第22届“世界水日”，3月
22日至28日是第27届“中国水周”。
今天下班后，省水利厅关爱河流志愿
者服务队从长沙出发，开始“世界水
日” 法制宣传骑行活动。22名志愿者
将利用周末假日，沿湘江骑行300公
里，深入湘江沿线株洲市和长沙市的
城市社区、乡村、集镇、水库，宣传《湖
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和省政府“一号
重点工程”。 这标志着我省为期一周
的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
活动拉开序幕。

联合国确定2014年“世界水日”

的宣传主题是“水与能源”，我国纪念
2014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
动的宣传主题为“加强河湖管理 建
设水生态文明”。省水利厅联合媒体，
以贯彻实施《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为重点，从3月22日起集中宣传推进
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的新举措、新
成效。

我省水系发达， 河流湖泊密布。

全省共有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及以
上河流1301条， 总长46011公里；拥
有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湖
泊156个，水面总面积3370.8平方公
里（不含跨省界湖泊境外面积）。但
由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导致河道萎缩、 湖泊干涸、 湿地退
化、水域面积缩减，对河湖健康构成
严峻挑战。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邓晶琎）
记者今日从省机场管理集团获
悉，我省正加快支线航空发展，有
望在今年上半年开通长沙黄花机
场至铜仁凤凰机场的航线。 这意
味着， 去凤凰古城旅游将可乘飞
机前往。

据省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
党委书记刘志仁介绍， 我省去年
与奥凯航空合作，引入2架国产新
舟60飞机，开通了长沙至张家界、
怀化和永州的支线航班。 在提高

现有支线航班客座率的基础上，
还将加密长沙至张家界航班至每
日2至3班。

刘志仁介绍， 我省还将在今
年上半年开通长沙至凤凰的支线
航班。届时，该条航线也将由奥凯
航空的新舟60飞机执飞。

目前，省机场管理集团正加
速长沙机场第二跑道、长沙机场
至长沙南站中低速磁悬浮轨道、
支线航空、国际航线等“四线”发
展。

打造“华流”
提升文化软实力
———访全国政协委员、 湖南省电视

艺术家协会主席欧阳常林

机制引领
群众参与

韶山市依靠群众建两型

203个重点工程
计划投资1800亿元

突出抓好重大产业项目、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和重大民生项目建设

省政协召开第17次主席会议

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六论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

加强河湖管理 建设水生态文明
我省开展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我省加速支线航空发展

长沙至凤凰航线上半年开通

搭起医患之间的桥梁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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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湖南省
展览馆，市民在图书交
易会现场看书选书。当
日，为期3天的“长沙人
爱读书”第二十一届长
沙图书交易会开幕。
本报记者 田超 李健

摄影报道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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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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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交
易
会
开
幕

两型进行时

欧阳常林委员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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