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招生关注

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2515人

均为本科,比去年增加
1284人

本报 5月 2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雷）今天，记者从省教育考
试院获悉，今年全国安排的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去年的3万人增
至5万人，且全部为本科计划。其中，
分配至我省的计划由去年1231人增
至2515人，增加了1284人。

我省今年该专项计划招生的生
源范围，为新邵县、凤凰县等40个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或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只有具有这40个县的
户籍且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三年学
籍的考生才可以报考。与往年不同的
是，教育部规定，从今年起，按该专项
计划录取的新生可自行决定入学时
是否迁转户口，在校学习期间可按照
相关规定和程序申请调整专业。

（下转5版①）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雷云）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推出“预约诊疗”服务，有效缓解
了看病难，得到广大患者好评，也受到我省各地很多
医疗单位关注。5月30日， 将在该院召开全省三级医
院预约诊疗工作推进会，重点推介其做法和经验。

看病难、住院难，一直是困扰医疗部门的难题，
也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经
两年探索实践，去年底全面开通了电话预约、现场预
约、网络预约、自助机预约、诊间预约、出院复诊预约
和微信预约，患者通过这7种方式之一，就可预约一
周内任意门诊专家号， 并根据自己的时间调整预约
相应号源，且能预约到几点几分。在具体操作中，该
院明确了责任科室，制订了预约诊疗工作方案、门诊
出诊医师工作管理规定等，在门诊部、医务部、社区
医疗办等部门、机构100余台电脑上安装了预约诊疗
系统，方便患者预约。目前正在建设的短信平台，还
可对预约诊疗、复诊患者提前7天给予短信提示。

同时， 该院在门诊挂号收费窗口实行弹性排班
制，早晨7时开始挂号收费，门诊药房还增加了2台自
动发药机。对导诊护士，要求其比收费取药窗口早10
分钟上班，以便引导分流就诊者。这些举措的实施，
使预约诊疗比率大幅上升。今年1至4月，预约诊疗的
门诊患者多达2.4万多人次， 患者看病难得到有效缓
解。该院党委书记屈晶华感慨道：“今年3月，我院门
诊达到了8.8万多人次，创历史新高，但未发生一起因
对诊疗不满而引发的投诉和纠纷。 这说明只要措施
过硬、服务到位，医院工作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该院还注重加强硬件建设。投资6亿元兴建的新
住院大楼，设有36个护理单元、1560张病床，集50个
病区、科室、功能单元于一体，其医疗设施性能与诊
疗水平领先省内同级医院。这座大楼今年5月中旬投
入使用后，患者住院难也迎刃而解。

相关报道详见8版

晨风

（一）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是贯
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的红线。

正值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全面开展之际，在全党倡导
弘扬焦裕禄精神，无疑具有着强烈的
目标指向———

“焦裕禄同志 ，是县委书记的榜
样， 也是全党同志的榜样！”“我希望
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

习总书记的话，一语道出原委。

（二 ）焦裕禄用一生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爱民为民情怀，践行了共产党
人知行合一的品质，书写出共产党人
的精气神。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
神财富， 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
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思想
动力 ，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 、开拓进
取的精神力量， 是增强党性修养、弘
扬优良作风的生动教材。

如同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雷
锋精神等一样，焦裕禄精神是一个代
表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奋斗的符号。

（三）焦裕禄精神所承载的，是一
个党员干部所应有的公仆情怀、求实
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

有哲人说过 ， 世界上最深的地
方，是人的内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时间仅470
多天，但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却深深
植根于兰考人民的心灵深处———

去世50年后，兰考百姓想起焦裕
禄，仍禁不住潸然落泪。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焦裕禄真正
活在人民心中！

（四 ）焦裕禄之所以深受群众爱
戴 ， 就在于他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

母，诚心诚意当人民公仆。
“为民”二字，是焦裕禄精神的核心，

实质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基于这样的核心，便会坚持正确

的权力观———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
的，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这是
焦裕禄的权力观；

拥有这样的核心，就会有亲民爱
民的公仆情怀———“谁不爱好官？把
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
老生死系 。 暮雪朝霜 ， 毋改英雄意
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总书记的这首词，浸润着焦裕禄
“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为

民情怀；
心里装着“为民”情怀，就必然会

砥砺出 “三严三实 ”的工作作风———
从 “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到 “要在
困难面前逞英雄”，再到“任何时候都
不搞特殊化”，这样的“严”与“实”，绘
就出焦裕禄一生厚重的底色。

（五）践行焦裕禄精神，怎么学？
须在 “深学 ”上下功夫 。“亲民爱

民 、艰苦奋斗 、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 、
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深
学” 就要把这种精神实质理解透、掌
握好。

须在“细照”上做文章。每一位党

员干部都应当以焦裕禄精神为镜子，
通过 “细照 ”，“照 ”出自己思想境界 、
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

须在“笃行”上显实招。学习焦裕
禄精神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几句空洞
口号 ，更不是花拳绣腿 ，而应当把焦
裕禄作为标杆 ，常怀爱民之心 ，恪守
为民之责，用过硬的“做功”赢得人民
群众的掌声。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
长 ，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 ，我们应该
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总书记的发问，振聋发聩。
（六）对党忠诚，是焦裕禄身上最

鲜明的品德。
对于执政党而言，应该把最大的

资源托付最无私的心灵，把最大的信
任交给最忠诚的担当。

（下转5版③）

本报记者 蒙志军 孙敏坚 赵成新

4月21日一大早，湘潭县科技特派员彭术德就
挤上了去往湘潭县杨嘉桥镇的班车。

正值春茶采摘关键时期，这半个月来，他每天
都要坐上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去驻点企业———
羊鹿茶叶有限公司，指导工人采茶。

像彭术德这样活跃在基层的科技特派员还有
很多。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4000多名科技特派员
在基层一线开展科技、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他们躬耕
乡野、穿梭山林，把科研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把创
业实践融入产业发展， 壮大了宁乡花猪、 保靖黄金
茶、湘西黄牛等一大批区县特色产业，让渴望技术的
企业走上了快车道，让思富的农民找到了金钥匙，在
三湘大地吹响进军现代农业的号角。

田埂上走来了科技特派员

周晓波没想到，自己到龙山县当百合“郎中”，
一当就是7年。

2007年，27岁的省农科院技术员周晓波，被省
委组织部派驻百合之乡———龙山县任科技特派
员。7年来， 他探索形成了一套百合高效脱毒的专
利技术， 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7.7万亩百合的病害
问题，每年增收在2亿元以上，惠及农户4.2万余户。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就是科技特派员的力量。
在湖南，科技特派员的实践萌芽于2005年。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大量集中于大城市、集中

于教学科研单位，人才过于集中，人才效益难以显
现。而另一方面，农村广大地区却苦于没有致富技
术，缺乏高素质人才，丰富的自然资源难以得到系
统的开发利用。

（下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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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杨柳青)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今
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专程来
到长沙市大同小学和芙蓉区教育局
朝阳幼儿园， 亲切看望慰问孩子和
教师， 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
福，并勉励孩子们爱生活、会学习、
有志向。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参加慰问。

上午8时30分许， 孙金龙一行
首先来到大同小学，操场上，学生们
正在上篮球课。“孙伯伯， 您和我们
一起打球吗？” 听到学生们的邀请，
孙金龙兴致勃勃地与学生一起玩起
了篮球。他叮嘱学生们多运动、勤锻
炼，为将来建设祖国锻炼好身体。走
进教学楼， 展台上摆放的由学生发
明的“折叠式象棋”、“可侧向固定的
带钩插座”，用废纸制成的各种手工
艺品吸引了孙金龙的目光。 他饶有
兴趣地观看每一个小发明， 听学生

们讲述发明构思， 并称赞他们：“你
们是小发明家， 向你们表示敬意！”
在了解了学校教学情况后， 孙金龙
向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
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教育在一
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和关
键， 希望大家以更大的责任为孩子
们搭建起坚实的起步平台。

随后， 孙金龙一行驱车来到芙
蓉区教育局朝阳幼儿园。“孙伯伯
好，欢迎你。”看到孙金龙到来，孩子
们高兴地用稚气未脱的声音问候。
孙金龙微笑着抚摸孩子们的头，祝
福大家节日快乐，他牵起孩子们的
小手，一起走进幼儿园。在参观了
各班教室、游戏室、图书室、科学
室， 详细了解幼儿园教学课程、作
息安排、校园管理等情况后，孙金
龙对老师们的辛勤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并祝福孩子们快乐学习、健
康成长。

践行焦裕禄精神 书写共产党人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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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龙“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爱生活 会学习 有志向”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向健生 ）今天下午 ,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长沙闭
幕。会议表决通过了1个决议和有关
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
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徐明
华、 蒋作斌，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
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友志、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列席会议。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了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情
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湘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 把促进散居少数民族群众加

快发展作为重要任务。 要在基础设
施建设、特色产业、转移支付、移民
搬迁、扶贫等方面，因地制宜支持散
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要以提
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重点， 在教
育、卫生、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发
展上给予积极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
将加强调研，适时修订《湖南省散居
少数民族工作条例》。

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及省
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表决
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批准2014年省级预算调整
方案的决议》。 （下转5版②）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16版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
杜家毫，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在长沙
会见了由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
率领的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考察
团一行。

杜家毫向客人简要介绍了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湖
南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着力”
的要求，充分发挥“一带一部”的区
位优势，大力推动长株潭、湘南、大
湘西、 洞庭湖地区四大板块互补协
调发展，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
的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值得湖南认真学习借鉴。 希望通过

考察团此次来湘， 进一步深化湘沪
两地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助推湖
南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希望广大港
澳台侨委员积极推动湖南与香港、
澳门以及海外的交流合作， 带动更
多企业和人士来湘投资兴业、 旅游
观光。

吴志明说， 沪湘两地在资源禀
赋、产业结构等方面互补性强，近年
来双方在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等众
多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 上海市政
协将努力推动两地进一步密切联
系、深化联动，为实现共赢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

省领导郭开朗、王晓琴、杨维刚，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等参加会见。

杜家毫陈求发会见
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考察团一行

“五月五，龙船下水打烂鼓”。 5月29日，来自道县各乡镇的近百艘龙舟聚首该县潇水河上，擂响战鼓，展开为期4
天的激烈角逐。 何红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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