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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培生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是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之基，
改进干部作风、践行为民宗旨，推动科
学发展、 加速郴州起飞的必然要求。要
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 将活动抓好抓实。”4月2日，
就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郴
州市委书记向力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采访。

向力力告诉记者，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郴州有1.1万个基层党组织、22万名
党员参加，是凝心聚力、推动工作的重
要机遇。要认真查找各级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在发展意识、发展理念、发展思
路、工作力度上的不足，努力消除制约科
学发展的落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

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如何将活动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向力力表示，好作风是保障，要把教育
实践活动与“好作风建设年”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紧扣“真”字做文章，围绕
“实”字下功夫，真学、深学，真听意见、
听真意见，深入查找并着力解决“四风”
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和严肃查处一批顶
风违纪的案例。

向力力介绍，从2012年起，郴州掀
起史上最严的“吏治风暴”，设定了“五
个一律免职”高压线，出台了问责暂行
办法，全面整顿干部作风，有效解决了
政令不畅、纪律不严、工作不实、为政不
廉等问题。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
郴州要求“不虚、不空、不偏”，坚持从严
要求、领导带头、开门搞活动、边学边
改。市委常委会提出“从我做起、向我看

齐”，以立说立行的态度、“实打实”的作
风，推动活动走向深入。郴州还采取“面
对面”、“背靠背”、“上门问” 等方式，开
展“心连心蹲点访民情”、“网络问政”、
“电视问政”等活动，并举办民意直通垂
询会等，广泛深入征求意见。目前，市委
常委会已集中学习6次，市委常委会成员
还下到各联系点，现场调研指导40余次。

向力力说，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关
键是要让党员干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
实惠、地方发展上水平。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使广
大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在
工作作风上明显转变，致力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和群众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让群
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他说，活动一开

始， 郴州就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文山会
海、公务接待、迎来送往等问题改起，让
群众看到实效。今年，市本级公务接待
费用将按上年实际数再压缩20%，所有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都将
对外公开。今年一季度，郴州的公务接
待费以及学习考察费等实现了较大幅
度下降。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
在于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以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果来检验活动的成效。” 谈到
下一步工作，向力力认为，当前郴州正
处于加快发展、 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
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科学发展、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扎实推进教育
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促进全市各项工作
迈上新台阶。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孙敏坚）“您好，
您反映的第二教学楼南栋304教室日光灯
坏了的问题，学校已经派人修好了，谢谢您
的建议！” 4月7日，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大一学生何旭东登录学校的教育阳光
服务站，发现自己2天前投诉的问题已经得
到了妥善解决。“处理得挺快， 学校真在替
我们学生着想呢。”他满意地说。

高校教育实践活动能否真正在改作
风、正校风、强内涵、促发展上取得实效，最
关键的要看广大师生员工是否参加进来。
为了更好地倾听师生意见建议， 解决大家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湖南文理
学院在全省高校中率先成立教育阳光服务
站。3月15日，网站正式上线运行。网站集办
事指南、政策咨询、信息公开、投诉受理、舆

情回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重点突出服务
功能， 及时将广大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反馈给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进
行处理、解答、办理。学校规定，对能立即解
决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不能立即解决的
收集整理进活动的问题整改台账中， 并及
时向投诉人做好解释工作。

如今， 教育阳光服务站已经成为学校
倾听基层声音的“耳朵”，联系群众的“桥
梁”。网站运行20多天来，师生员工共反映
问题194件，其中已经处理了154件，处理率
达79%。同时，学校通过网站和座谈会、问
卷调研、 意见箱等其他形式共征求意见建
议1067条，其中涉及到“四风”问题的338
条， 为下一步对照检查和整改落实奠定了
基础。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唐志君）4月7日，被
誉为“全国最美基层干部”的桃源县
观音寺镇党委书记唐述林， 带领镇
干部来到地势陡峭的万羊山踏勘，
准备连片开发万亩茶园。 发展茶叶
等特色产业、加快带动百姓致富，是
观音寺镇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 以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的举措之一。

观音寺镇党委书记唐述林，8年
来以镇为家， 将基层工作当成毕生
事业，任劳任怨，把一个“乱、难、穷”
的乡镇变成了县里的红旗单位，“宁
白一人头，不负百姓心”，被誉为“全
国最美基层干部”。今年，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后，该镇提出“以小

见大”抓实活动，即管住党员干部衣
食住行等“小节”，夯实党小组、加强
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 用身边的
人和事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 量力
而行、改善小民生，带动百姓致富。
按照“亲民、解困、交友”的要求落实
驻村帮联制度， 编好小册子和连环
画,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好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目前，该镇收集了一批
优秀镇村干部的先进事迹， 聘请老
支书、 老干部等担任报告人， 组建
“身边人讲身边事”报告团，到各村
作巡回报告， 对党员干部进行多种
形式的教育。同时，发动广大党员干
部想办法、找路子，大力发展富民产
业，真正收到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
惠的效果。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市州委书记访谈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创新在基层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
滋）“我创建博客，拍摄电影，就是为了激励自己
和同命人坚强活下去。” 今年是30岁的张伟确诊
帕金森病的第13个年头，几年来，他已写下5万余
字的博客，分享经历，激励病友。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 记者今天从省
脑科医院获悉，在该院的协助下，张伟通过讲述
自己患病求诊的心路历程， 拍摄的励志微电影
《孤单的舞者》， 将于4月9日在省脑科医院“首
映”。该院还将在4月9日至5月10日为帕金森病患
者开展义诊。

张伟是湘潭人，17岁时， 他被确诊为帕金森
病。从2011年底开始，张伟将自己10余年与病魔
抗争的经历写成博客，取名为“与帕共舞”。虽然
手脚抖动，打字困难，他仍然每天坚持，现在已经
写了近5万字博文。张伟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2012年，他接受了免费的“脑
起搏器”植入术，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

帕金森病患者以老年人居多。据估算，全球
有一半以上的帕金森病人在我国， 总数超过200
万。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超过1%。

昨晨受大雾影响

黄花机场27趟航班延误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8日清晨，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受大雾影响，能见度、跑道视程均低于运行标准，
造成27趟航班延误。截至9时30分，航班陆续恢复正常运营。

机场提醒出行旅客， 出行时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微信平台（微信号：CSA96777）了解航班动态、机场天
气等相关信息；或拨打服务热线96777咨询。

文明出游
还要“走好最后一公里”
欧阳金雨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 长沙各大公园景区内人流量井
喷，市民不文明出游的行为也不少。清明节当天，岳麓山垃圾
装满4辆车；长沙园林生态园、世界之窗等地，也常有市民折断
郁金香或踩到花田中央拍照。（4月8日《三湘都市报》）

公众一天比一天热衷健康、阳光的生活，享受惬意、舒
适的环境，这些证明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更高层面
精神、 心灵的需求开始主导人们的生活哲学。 这是一种进
步，但如果这种进步没有文明方式的配套，这些追求很可能
会变成一场“对大自然的破坏”。

在各大景点，这种“破坏行为”着实不少：有人无视“禁
止”提醒爬雕塑、摘花朵、踏草坪、信手涂鸦；有人随地小便、
乱停车辆、向动物扔砸物品……面对美景，一些人下意识想
到的不是欣赏和敬畏，而是占有或刻下自己的印记；面对公
共设施， 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资源匮乏条件下如何捷足先
得、满足自己；面对动物、植物，一些人急切地把“娱乐”精神
发扬光大，而全然没有考虑动植物的“感受”。

看来 ，文明出游 ，还要 “走好 ”文明行为这 “最后一公
里”。想到这一点，我们不妨换一换思维，把微词与抱怨变成
一种建设。

比如，人们在出行前，能不能先研习研习文明旅游这门
功课。准备旅游物品时，多备上几个塑料袋；浏览景区地图
时，留意一下哪里有厕所、果皮箱。比如，旅游景点能不能把
服务做得更细些。在游人如织的地方多一些休息的坐椅、方
便的厕所， 那些践踏草坪、 随地便溺的行为应该会大大减
少。比如，能不能多多发挥公益组织、志愿者的作用。在那些
需要指引的景点，一名志愿者的微笑或引导，远远胜过一堆
硬生生的“禁止”标识。

近年来，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
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文明素养、人的素质，
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自
身做起，从小处着眼，出游之路走得文明、健康，以自身文明行
为换回人人之乐，才能不负了这满眼春光。

做“真”字文章 下“实”字功夫
———访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

湖南文理学院：

教育阳光服务站倾听基层声音
观音寺镇“以小见大”取信于民

湖南小伙
13年与“帕”共舞

写博客、拍电影激励病友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省会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启动
明年国庆节后高架主线通车

4月8日上午，长沙市万家丽路月湖公园段，几台工程机械在施工。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将在三一大道处
修建立交桥，届时该处将呈现三层立体交通，从下
至上依次是万家丽路地面辅道、 现有三一大道上
跨万家丽路和万家丽路高架桥。 通讯员 摄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万里

4月8日，零陵区富家桥镇田仔
冲山上林木葱茏。该区林业局副局
长欧光明介绍：“10年前，这里光秃
秃一片，是大庙口村村民黄世建让
这里重披绿色。”

今年50岁的黄世建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做木材生意，曾把当
地的木材卖到大半个中国，年销木
材在1万立方以上。2000年，他从事

房地产开发, 富起来后在零陵城区
买了房，开上了奥迪车。

然而，2003年6月的一场大雨改
变了黄世建的人生。这天，他回到大庙
口村，发现连日大雨造成山体滑坡，把
山边的小路冲得面目全非。 大家告诉
他，山上树没了，经常有山体滑坡。

“那时，我心里一阵阵发痛：今
天冲毁的是一条小路， 明天可能是
一幢房屋……”黄世建说,“当时，我
有了回乡植树造林的强烈想法。”

2003年8月， 黄世建在镇政府

的支持下， 在当年伐木卖树的田仔
冲大山里种植梓木、杉树和南竹。

“当初，我们全家人都反对他，
守着一年轻轻松松几十万到手的生
意不做，偏要去干投入大、周期长，又
见不到效益的植树造林。”黄世建的
妻子单松琼对记者说。可黄世建认准
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带着当年跟
着他进山伐木的村民们，重新在山上

“安营扎寨”。不到一个月，黄世建就
磨破了两双鞋。到目前，他投入造林
资金451万元，造林6023亩。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昔日卖树 今天造林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盘刘海
李创业 ）今天上午，上海
城建市政集团万家丽路
项目部工人操作机器，在
万家丽路中央打下直径
2.2米的桩基孔，此举标志
着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
化改造正式启动。

今天开工的路段为1
标月湖公园人行天桥至
三一大道 410米长的路
面。施工期间，浏阳河以
北可保证双向四车道通

行，浏阳河以南可保证双
向六车道通行。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
项目北起福元路、 南至湘
府路， 全线高架按城市快
速路标准设置为双向6车
道， 地面的辅道按城市主
干路标准设计，为双向8车
道，其中中央2条车道为快
速公交专用车道。 整个项
目力争2015年10月7日实
现高架主线及匝道通车，
2016年4月7日全部项目
完工。

我省全面推进
交通项目建设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冒蕞 贺佳）今天，记者在
省政府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一季度我省交通项目建
设全面推进，1-3月份公路、水运、铁路共完成实际投
资117.83亿元。

今年我省高速公路计划投资390亿元，国省干线
计划投资140亿元， 农村公路计划投资75亿元。1-3
月， 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 农村公路分别完成投资
34.01、24.74、3.78亿元。今年我省水运方面计划投资
34亿元，1-3月份实际完成投资6.2亿元。今年我省铁
路方面计划投资218亿元，1-3月实际完成投资49.1
亿元。机场方面，高铁南站至黄花机场磁悬浮项目进
展顺利， 黄花机场飞行区东扩第二跑道工程已于去
年12月8日开工，目前正抓紧推进。

下阶段我省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各领域交通项目
建设，确保年内澧常、新溆、长韶娄、怀化绕城、炎陵
至汝城（扫尾项目）403公里建成通车，力争安邵、常
安、汝郴赤石特大桥240公里建成通车，新开工建设
615公里高速公路；新改建完成和新开工建设国省干
线各1500公里；建成农村公路8000公里。确保怀邵
衡、黔张常、蒙西至华中煤运通道、长株潭城际铁路
延长线雷锋大道至黄金镇段等铁路项目年内开工。
争取今年5月份磁悬浮轨道项目实质性开工建设。

一季度我省金融业
保持平稳运行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冒蕞 贺佳）今天，记者在省政府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 一季度我省存贷款稳定增长， 信贷投放有保有
压，资本市场融资取得新进展，全省金融业保持平稳运行。

2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8119.5亿元，比
年初增加1240.4亿元，同比增长15.3%；各项贷款余额18764.8亿
元，同比增长14.8%。1-2月新增贷款506.1亿元，其中制造业新
增49亿元，同比多增加18.7亿元；小微企业新增98亿元，增速快
于全部贷款增速1.7个百分点；“两高一剩”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
仅新增1.7亿元，同比少增加10.2亿元。1-2月，全省发行债券21
只，融资186.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发12只，多融资120亿元。

永远是娘的满崽
通讯员 陆晓鹏 冯本文
本报记者 肖军

近日，记者来到麻阳苗族自治县文昌阁乡棕树园村，采访村
里105岁的张香梅老人，只见她面色红润、谈吐清晰，身体状况很
好。老人说：“如果没有小儿子，我早就化成土了，哪能长命百岁
啊！”

张香梅的小儿子叫李德军，今年60岁，高高的个儿、黑黑的
脸庞。多年来，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尊老爱老、孝敬父母，在当地
传为美谈。

张香梅一生养育了9个子女，李德军年龄最小。1972年，18岁
的李德军高中毕业，本想走出大山寻找理想人生，但当时哥哥姐
姐都已成家，分开单过，他便主动挑起了照顾父母亲的责任。

李德军年轻时身强力壮，一人耕种10多亩稻田。然而，天有
不测风云，1990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洗衣、做饭、干农活、照
顾孩子、侍候老母亲，所有事情都落在了李德军一人身上。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德军却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孝
道。2001年，92岁的张香梅不小心把脚扭伤了，半年多时间无法
下床，吃喝拉撒都要李德军照料。听邻居说，山上有种草药，捣烂
后敷在脚上能消肿止痛， 李德军便每天上山找草药， 为母亲止
痛。他定时为母亲熬药，一口一口喂。在他细心照料下，母亲的脚
伤逐渐好了。

如今，年过六十的李德军头发早已花白，在他心里，自己永
远是娘的满崽，照料好老母亲是他最大的心愿。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