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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贺欣初 李飞

4月27日，记者在石门县夹山镇中
学看到，200多名应届初中毕业生正在
享受县政务中心提供的“预约服务”。
校长向满堂说：“往年， 我们的学生要
统一乘车到县政务中心照相办证，往
返一整天。如今一个电话，‘代办员’就
上门服务，省心省事又省钱。 ”

如今， 石门县每天都有成百上千
的群众享受着县、乡镇、村三级服务网

提供的“便民服务”，山区群众形象地
把它叫做“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民调引发的思考
去年11月， 全省综合民调排位显

示， 石门县从2012年全省第104位跃
升至第39位。

仔细研究这张民调表， 石门县委
书记董岚却高兴不起来， 民调中有两
项排名刺痛了她： 干部为民办事位居
全省第104位，而百姓感觉办事方便程
度居全省第108位。

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哪儿了？ 基层
干部去哪儿了？优质服务去哪儿了？刺
痛之后是脚踏实地的调研。

南北镇雅吉村一对青年男女，天
不亮就骑摩托车赶往镇里， 再乘坐开
往县城的汽车，中午赶到县民政局，却
值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午休。 等下午
办好结婚证，最后一趟班车已开走。没
办法，两人只好在县城住一宿。扳着指
头一算，办一个结婚证，车费加食宿费
要花500多元。

石门县山大人稀， 近4000平方

公里大山， 散居着10多万农户。 多年
来， 为方便山区群众办事， 该县各级
干部深入基层、 服务群众， 涌现出
“背包书记” 郑家贤、 “草鞋警察”
田建平、 “剪刀镇长” 江正左、 “草
帽代表” 陈建教、 “电骡子” 壶瓶山
供电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他们有个
共同特点， 就是心甘情愿为群众跑
腿———代办证件， 代领补贴， 调处纠
纷， 排忧解难。 因此， 他们赢得了群
众“代办员” 的好口碑。

（下转11版）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

云贵高原向湖南凤凰伸出了一个
角儿，叫腊尔山，面积达300平方公里，
住着6.5万苗族同胞。 2011年前，尚有
3.1万人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2011年，湖南省出台了《关于解决
少数民族地区高寒山区贫困农民生产
生活困难的意见》，并以腊尔山区为全
省高寒山区集中式扶贫开发的试点，
吹响了“第一场战役”的集结号———在
整个腊尔山片区内，5个乡镇、65个村、

213个自然寨， 统筹安排扶贫项目，实
行危房改造、通村公路、安全饮水、农
网发行等多类别项目的整体联动。

春天，记者爬上腊尔山，深刻地感
受到了腊尔山人脱贫致富的强烈梦
想； 听到了一批批干部为腊尔山人筑
梦的铿锵足音。

安居之梦正在圆
春雨和山雾把米良乡吉乐村包裹

得严严实实。 吉乐村3组，39户苗族同
胞，家家户户新房屋，分5个层级，错落

有致地分布在半山上， 全部都是苗族
传统元素的建筑。

第一栋新居， 住的是77岁的杨阿
婆一家。她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屋。堂屋
和3间卧室，都铺了瓷砖；堂屋上天花
板的一角，预留了一个上楼的孔；主屋
后面的小院落里， 也预留了20多平方
米的地方；后面还有厨房、卫生间和杂
物间。

“我一住进来，感觉到比老屋里好
住多了，特别是冬天感觉温暖多了！ ”
杨阿婆满脸的甜蜜。 记者看到她家的

卫生间还没起用，就好奇地询问。 她告
诉记者，她要等她儿子攒够了钱，装一
个热水器，要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各家各户新屋的大门上， 贴上了
一副副满是喜庆与感激的对联———惠
民浓缩天下意，扶贫描绘古今情……

可走进39户苗族同胞们原来的住
所， 则让记者心酸———39栋木屋的四
周，全是竹篱笆糊泥巴的板壁。竹篱笆
上的泥巴，早已掉了不少，从屋外就可
看到屋内。

（下转5版①）

本报记者 夏似飞 唐婷

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 秉
承“分类指导” 的理念， 我省
全面小康建设明显提速。

省小康办试算结果显示，
去年我省各市州全面小康平均
实现程度比2012年提高了2.7个
百分点， 一类县平均实现程度
比2012年提升3.2个百分点， 二
类县比上年提升4个百分点， 三
类县比上年提升4.5个百分点。

“不搞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个标准考全盘 。 ” 2013年 7
月， 省委十届七次全体 （扩大）
会议审议通过 《中共湖南省委
关于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意见》， 要求以分
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总抓手， 分区域布局、
分类别考核、 分梯次推进全面
小康建设。

分类指导将全省全面小康
建设分为长株潭地区、 洞庭湖
地区、 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
四大板块来布局， 将全省122个
县市区分成三大类考核， 引导
各地“使使劲、 跳一跳， 付出
艰苦努力摘‘桃子’。”

一年来， 全省各地以分类
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总抓手， 向改革要动力，
锐意创新， 奋力前行。

四大板块齐发力， 长株潭

地区突出“两型社会” 和城市
群建设， 朝着“三个率先” 的
目标大步迈进； 洞庭湖地区，
积极抢抓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
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平台的历史
机遇， 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
湘南地区， 以湘南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与罗霄山片区扶
贫开发为总引领， 打造全省新
的经济增长极， 全面小康建设
风生水起； 大湘西地区， 推出
“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2015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达到80%。

全省各县市区，结合各自资
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特色，找
准“坐标系”，画好“路线图”，制
定“时间表”，你追我赶，努力探
索符合实际的小康之路。

万木成林绿意浓。 在分类
指导这根“指挥棒” 指挥下，
全省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 民生不断得到
改善。 今年一季度， 全省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5042.7亿元， 同
比增长9.2%； 实现公共财政收
入977.2亿元， 增长11%。

为反映各地的成功探索，
展示我省全面小康建设成就，
本报组织策划了 《聚焦分类指
导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系列
报道》， 今天推出第一期： 《千
帆竞发奔小康》。

（详细报道见6~7版）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杨柳
青 于振宇） 今天上午， 我省纪
念五四运动95周年暨“我的中
国梦———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创新创业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
行。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勉励全
省广大青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 自觉传承五四精神， 勇
担时代重任， 为实现中国梦的
湖南篇章奋斗不息。

省领导谢勇、 黄兰香、 杨
维刚、 刘建新出席。

孙金龙代表省委向全省广
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 并向大
家提出5点希望。 一是坚定理想
信念， 争做有志向的青年。 要
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
理想信念， 努力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二是练就过硬本
领， 争做有能力的青年。 要倍
加珍惜青春年华， 将学习当成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工作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 读万卷书， 行
万里路， 在如饥似渴的学习钻
研中增长才智， 让青春伴随书
香成长。 三是勇于创新创造，
争做有作为的青年。 要传承湖
湘文化中“心忧天下、 敢为人

先” 的创新基因， 勇于解放思
想， 敢于上下求索， 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和转方式、 调结构，
积极投身创新型湖南建设， 勇
于创业， 敢闯敢干， 不断开创
事业发展新天地。 四是矢志艰
苦奋斗， 争做有成就的青年。
要牢记“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的古训， 发扬不甘落后、 不甘
平庸、 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的
精神， 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在奋斗中铸就关于青春的美好
回忆。 五是锤炼高尚品格， 争
做有道德的青年。 要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带头倡
导和大力弘扬社会文明新风，
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
实” 要求， 严格自律， 见贤思
齐， 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文明
进步。

会上，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
全工程学院副院长周子龙、 湘
潭大学材料与光电物理学院副
教授杨丽、 湖南中崛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振江、 湖南升华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澎等4名
创新创业青年代表做了典型发
言。 会议还公布了首届湖南省
“湖湘青年英才” 支持计划入选
名单。

方西河

“多些解决，少些解释。只有
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了问题，
群众才会给干部真心‘点赞’。无
论是做群众工作，还是践行党的
群众路线，都不能以‘解释’代替
‘解决’，嘴上功夫再好 ，不如为
居民办一件实事、解一个难题。 ”
长沙市岳麓区区委书记陈中谈
及创新群众工作时有如此感慨。
（《湖南日报》4月28日）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这位区委书记
的一番话，折射出执政观念的转
变。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
部”。群众看的是什么？看的主要

还是干部的实际行动。但面对群
众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以“解释”
开路，无非是为自己开脱 、找退
路。 这样的解释多了，群众也懒
得听了。 长此以往，干群关系能
有鱼水之情?

“解决”开路却不同。遇到群
众的实际问题，不开脱，不推诿，
扎扎实实地做， 给群众以实惠。
可谓“人在做 、天在看 ”，干群关
系会不会融洽，不说也会明白。

“解决” 与 “解释”， 虽只
一字之差 ， 但反映出来的执政
理念大相径庭 。 “为民务实清
廉 ” 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 ，
要让这一主题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 就应当在实际工作中多些
解决， 少些解释。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陈淦璋 通讯员 易浩 ） 6月
23日起， 湖南旅客就可从长沙
直飞欧洲了。

4日下午， 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与湖南机场集团在长沙
签署“广州-长沙-法兰克福航
线” 合作协议。 南航将于6月23
日开通广州-长沙-法兰克福航
线。 这是湖南首条直飞欧洲的
航线， 也是中部地区首条直飞

法兰克福的航线。 副省长张剑飞
出席签约仪式。

比现有航班节约 5
至8小时，单程票价3300
元起

广州-长沙-法兰克福航线
由空客A330-200机型执飞， 每
周往返3班。 去程航班为每周
一、 三、 五。 21时30分从广州

起飞， 22时45分到达长沙， 23
时55分从长沙起飞， 第二天当
地时间6时到达法兰克福。 回程
航班为每周二、 四、 六。 14时
15分从法兰克福起飞， 第二天
北京时间6时45分到达长沙， 8
时从长沙起飞， 9时15分到达广
州。

此前， 飞往欧洲的湖南省内
旅客须从上海、 广州、 北京办
理中转联程。 （下转5版②）

今天立夏
民间有“称人”习俗，据说立夏

称了体重，就不会消瘦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5

日立夏。 此时节天气不冷不热、不温不火，一切恰
到好处。 省气象台预计，5日降雨趋于结束，天气逐
渐好转。

“五一”假期的阳光，向我们微微透露了夏天
的气息，一场降雨，又让春天返场。 虽然按气象标
准，要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超过22摄氏度才算真正
入夏，但到了立夏节气，夏的味道会一天比一天浓
郁。

立夏这天，民间有“称人”的习俗。 据说这一天
称了体重之后，就不怕夏季炎热，不会消瘦。 当然
一般称的是小朋友们，看看一年下来，又长重了几
斤。 成年的女孩子， 如今可能巴不得多减上几斤
吧。 立夏时节，饮食上可吃点“苦”，清热去火，如苦
味茶、苦味蔬菜及坚果之类的，可有效改善上火的
状况。 三湘快语

一字之差，见观念转变

千帆竞发奔小康

我省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孙金龙勉励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奋力

谱写中国梦湖南篇章

●破除“以药补医”是医改的主要切入点之
一。 龙山县是第一批全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县。 龙山县人民医院与华润湖南医药有
限公司已经开始良好的合作。 “药品集中采购
配送”成了医改中的“微创”手术。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不是“托管药房”，更
不会形成新的垄断。 实际上省去了恶性竞争的
成本。

●让偏远山区老百姓在看病就医、 健康保
障上享受到更多改革红利。 医改，最大的赢家
是老百姓。 去年，龙山县人民医院的临床用药
占整个医疗费用的比例（即“药占比”），已经下
降到25.8%。 这不仅是全省同级医院最低的，
也远远低于全国二级医院45%的平均水平。

详见5版

医改中的“微创”手术

月桂聊天

5月4日，湖南大学部分学生共青团员在校园内举行重温入团誓言活动。 当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
动95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庆祝五四青年节。

本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边家诚 摄影报道

6月23日起长沙可直飞法兰克福
长沙直飞洛杉矶航线也在积极筹备中

———写在全省高寒山区
集中式扶贫开发试点区合力筑梦腊尔山

当好群众代办员 ———石门县精心编织
便民服务网见闻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消防官兵冒险抢出着火气罐

打出“连环拳”，破解大班额
10版

9版

泰韩成国外旅游首选地
4版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详见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