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7月 30日 讯 （记 者
柳德新 ）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印发
《困难企业退休退养人员参加城
镇职工医保奖补资金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 采取“以奖代补”
形式对各统筹地区困难企业退
休退养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
给予适当补助。

该办法规定，补助分配主要
考虑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
保人数、职工医保
参保率、基金征缴
情况、地方财政配
套资金到位情况
等7项因素， 按照

“奖补资金考核指标评分标准”
进行考评，提出奖补资金分配方
案。

据悉， 各级财政、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将健全奖补资金
管理工作监督机制， 确保专款专
用； 对弄虚作假、 套取骗取或违
规使用奖补资金的， 一经查实，
省财政厅将追回奖补资金， 取消
其下一年度奖补资金分配资格，
并依据相关法规严肃处理。

我省对困难企业
退休职工医保适当补助

继评点曾国藩奏折、家书、语录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出版———

“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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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
记》 由岳麓书社出版。 这是被誉为

“曾国藩研究第一人” 的唐浩明首次
解读曾国藩日记。

今年4月， 中纪委向干部推荐阅
读56本书， 其中就有唐浩明的长篇历
史小说 《曾国藩》。 曾国藩是晚清

“中兴第一名臣”， 是理学家、 政治
家、 文学家、 书法家。 有人推崇他为
千古第一完人， 但因为镇压太平天国
起义等又饱受争议。

“曾国藩日记， 作为最原始、 最
本真、 最接近作者真实面貌的史料，
有助于今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7月30日， 唐浩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
采访， 畅谈研究曾国藩的感悟和体
会。

曾氏日记史料价值巨大
学界有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的

说法， 这四部日记分别为曾国藩的
《求阙斋日记》、 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
记》、 王闿运的 《湘绮楼日记》、 翁同
龢的 《翁文恭公日记》。 其中影响最
大的当推曾国藩的日记。

现存的曾国藩日记始自道光十九
年正月初一日， 终止于其去世的当
天， 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时间
跨度长达34年， 流传至今的约130万
字。 宣统元年， 中国图书公司将其手
稿印行。 此手稿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
曾国藩第四代嫡孙宝荪、 约农姐弟带
到台湾， 后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浩明认为， 曾国藩的亲笔日
记， 对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 有着任何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今人读曾国藩， 更多的是看
重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谋虑， 其日记
恰恰记录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领悟。
因为是私人的随手所录， 曾氏的这些
悟道过程， 便以最初始、 最本色的状
况保留下来， 因而也便更具真实性与
借鉴性。

精选300余篇加以评点
正因为曾氏日记内涵丰厚、 容量

广博， “评点曾国藩” 系列不能没有
日记的评点。 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
大量日记中挑选出300余篇， 分为修
身、 悟道、 读书、 国事、 家事、 写
字、 品鉴、 梦境8个大类。 唐浩明介
绍， 除去一些流水账， 内涵比较丰富
的篇目基本选入， 为保持日记的完整
性， 所挑选的日记整篇照录。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 一

书， 最大特色是篇幅短小、 笔调轻
松， 由表及里地探索曾国藩的内心世
界， 发表作者的读史领悟。 唐浩明的
评点， 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事
例， 能够让读者体会到曾国藩一生之
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 同时感受到清
朝末年政治的跌宕起伏和风云变幻。

唐浩明希望， 通过解读曾国藩日
记， 窥斑见豹地探索他的文韬武略、
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 面对困厄与成
功时的心态、 得宠与失意时的处理方
式， 既让人益智敦品明事晓理， 又让
人赏心悦目怡情养性。

通过评点曾氏日记， 唐浩明对曾
国藩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我深
切感受到曾国藩年轻时期就是一个普
通人。 他不是天生的圣人， 有性格偏
激、 虚伪、 自以为是、 好名利、 没有
恒心等缺点， 但经过修身、 自励， 严
格自我要求， 人生得到升华。”

后续将推出“评点曾国藩选集”
2001年 《张之洞》 出版后， 唐浩

明不再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而是专注
于对曾国藩著作的研究。 2002
年， 推出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
家书》， 一时洛阳纸贵。 紧接
着， 2004年， “评点曾国藩奏
折” 出版； 2006年， “评点曾
国藩语录” 出版。 2007年， 他

开始修订 《曾国藩全集》， 历时4年完
成。 2012年， 着手“评点曾国藩日
记” 的工作， 至今年7月初正式出版。

“评点日记” 并不是“评点” 系
列的最后一本。 唐浩明告诉记者， 目
前正在进行评点曾国藩书信和诗文的
工作， 将于年底完成。 明年， 他计划
对“评点” 系列进行精选， 推出一部
包括奏折、 日记、 诗文、 书信、 家书
5大类的“评点曾国藩选集”。

唐浩明说， 曾国藩是一个各方面
读者都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尤其是公
务员、 企业家、 有志青年、 对历史感
兴趣的读者。 尽管有 《曾国藩全集》，
但全书31大册， 适合做研究， 普通读
者读起来有难度。 “评点曾国藩选
集” 作为普及本， 将更方便一般读
者。

有人说， 唐浩明是曾国藩的“异
代知己”。 唐浩明表示， 30余年的研
究， 自己从曾氏留下的1000多万字的
遗墨中获益太多， 感悟太多， 也乐在
其中， 因为“解剖一个很复杂的人是
件很愉快的事。”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李伟锋）
在“八一” 建军节到来之际，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
来到省预备役师， 看望慰问广
大官兵并致以节日的祝贺。

近年来， 省预备役师在军
队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
下， 部队建设取得显著进步，
在上级组织的各项考核竞赛中
屡获佳绩 。 先后被总部评为
“全军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 “全军先进司令部” 等
多项荣誉。 部队累计出动1.1万
余人次， 多次参加地方抗洪抢
险、 抗击冰雪灾害、 扑灭山火
和执行安保任务等活动。

在听取省预备役师简要汇
报后，陈肇雄指出，省预备役师
是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部

队，建师30年来为国防建设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
定。 当前，湖南正处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希望省预
备役师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
传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要
求，为国防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再立新功。 要把“地方所需、
群众所盼、部队所能”结合起来，
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在服务经
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要充
分发挥动员快速、 训练有素、突
击能力强等优势，在应对急难险
重任务中发挥突击队作用。要提
高处置突发事件、参与重大活动
安全保卫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
中发挥主心骨作用。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胡立强） 7月29
日上午， 省委常委、 省委政
法委书记孙建国率省委办公
厅、 省公安厅、 省民政厅负
责人， 深入基层武警部队，
代表省委、 省政府看望慰问
驻湘武警官兵。

孙建国首先来到株洲市
武警支队， 详细检查该支队
值班备勤情况， 听取支队工
作情况介绍。 随后他来到长
沙市武警支队二大队四中队，
深入勤务值班室、 营房、 厨
房检查武警官兵工作和生活
情况， 叮嘱一定要搞好战士
们的生活保障。

孙建国在慰问时强调，
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
部队建设的首位， 毫不动摇

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各种考验面前， 保持对党
的绝对忠诚。 要紧紧抓住核
心战斗力建设， 结合部队的
特点， 强化训练， 创新训练
方法， 提高部队现代化、 信
息化条件下遂行各种任务的
本领。 要始终狠抓作风纪律
建设， 坚持依法治军， 规范
管理。 要始终抓住部队党建
这个核心不放松， 突出抓好
班子的思想理论、 作风纪律、
制度和廉政建设， 进一步提
高各级指挥员的战略思维、
超前思维、 创新思维， 提高
驾驭复杂局面、 处置各种突
发事件、 维护大局稳定的能
力，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坚
强的战斗堡垒， 团结广大官
兵， 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王茜 ） 今天上
午， 长沙市召开深化文明创建暨城市管理工
作大会。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
会上强调， 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创建为民，
下定更大的决心、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 拿出
更硬的措施， 深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建设
更高水准的文明城市。

“长沙进入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 这
不是终点， 而是新的起点。” 易炼红强调， 与
先进城市、 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 长沙还有
不少的盲点和差距， 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建设更高水准的文明城市， 要做到面子和里
子一起抓， 大街和小巷一起抓， 物质和精神
一起抓，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起抓， 推动
文明创建进基层社区、 进背街小巷、 进城郊
结合部， 出品质、 出形象、 出实绩， 实现城
市管理惠民生、 促和谐、 推发展。

易炼红强调， 建设更高水准的文明城市，
要有务实管用的举措。 一要把人的文明放在
首位， 让长沙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排头兵， 把雷锋的故乡打造成为充
满爱心、 充满温暖、 充满诚信的首善之城。
二要把严格的管理变为常态， 彻底解决基层
社区、 背街小巷、 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问题，
对车窗抛物、 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 翻越栏
杆等现象， 发现一个、 处理一个。 三要把高
的品质充分展示出来， 坚定不移地开展“三
年造绿大行动”， 严格按照“道路无垃圾、 无
杂物、 无积泥、 无积水、 无污迹， 路面干净、
绿地和树圈干净、 边角侧石干净、 井沟井盖
干净、 果壳箱等环卫设施干净” 等“五无五
净” 的标准和清洗保洁的要求 ,抓好市容维
护， 推进“清霾”、 “碧水”、 “静音” 三大
行动， 取得让群众信服、 让群众满意的效果。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娅）2014“爱心改
变命运” 慈善助学活动29日
正式启动，省慈善总会联合中
联重科等单位， 出资200万
元，为今年前三批录取（即本
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
批），属城镇、农村低保（特困）
户子女或者孤儿的大学新生，
一次性资助3000至5000元。

“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
学活动从2003年开始， 到去
年为止筹集8000余万元，帮

助21000多名高考上榜的贫
困学子迈入大学校门，成为国
内富有影响的慈善助学品牌，
先后获得了中华慈善奖和湖
南慈善奖。

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孩子
实现大学梦， 省慈善总会还公
布了捐赠热线（0731-84502283，
84534860） 和账号， 希望更
多的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参
与到“爱心改变命运” 慈善
助学活动中来， 详细情况在
湖南慈善网公开。

文化视点

陈肇雄在慰问省预备役师官兵时要求

为国防建设
和地方发展再立新功

本报7月30日讯 （通讯员 卓健
周仁 记者 周小雷）“八一”建军
节前夕， 长沙市芙蓉区和开福
区、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茅台酒厂、 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陕西西凤酒厂、泸州老窖等党政
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带着对人
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分别来到
省军区机关走访慰问和开展座
谈，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省军区
领导黄跃进、李有新、戴焕、刘建
新、郭辑山、姜英宇参加慰问和
座谈。

黄跃进、李有新代表省军区
全体官兵对党政机关和社会团
体、企业的走访慰问，以及对部
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关心
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们指出，省
军区部队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
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 近年来，省军区部队全面建
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部队思想
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军事斗争准
备扎实推进，依法从严治军成效
明显，后装综合保障能力明显提
升，基层建设稳步发展，各项工

作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部队保持了高度稳定和集中统
一，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
任务。 省军区坚持把国防后备力
量作为我省长治久安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来，共出
动现役和民兵预备役人员14.4
多万人次， 执行抢险救灾、 抗
旱救灾、 扑灭山火、 事故救援
等任务500余次。 特别是在前段
时间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中，
省军区出动8000余人次参加抢
险救灾， 转移解救受困群众3万
多人， 加固堤坝20多公里， 处
理险情65处， 得到各级好评，
为推进湖南经济社会建设做出
了积极贡献。

黄跃进、 李有新表示， 省
军区部队官兵要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自觉实
践党的群众路线 ， 努力纠治
“四风”， 切实把地方党委政府、
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关爱之情， 内化为能打仗、 打
胜仗的能力素质， 努力推动省
军区部队各项建设全面进步。

省军区开展
双拥走访慰问活动

孙建国慰问基层武警官兵

“爱心改变命运”
慈善助学活动启动

易炼红在长沙市深化文明创建暨城市管理工作大会上强调

始终坚持创建为民

7月30日， 省军区东湖干休所， 95岁的老红军张生荣开心地书写祝福语。 当天， 金石书画
家尚游与设计艺术家宋旦带着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来到该所， 看望慰问生活在这里的老红军，
给他们送上 “八一” 建军节的祝福。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