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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
书画展开展

本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阿部都秀库尔·斯马义） 为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黄兴
诞辰140周年，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由民革湖南省
委、 民革中央画院主办， 湖南省黄兴研究会、 湖南
省真卿书画院协办的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书画
展， 今天上午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展。 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 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 湖南省政协副主
席刘晓和黄兴后裔代表、 辛亥革命后裔代表等出席
首展式。

黄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之一， 他同
孙中山先生一道领导了辛亥革命， 为推翻封建帝
制、 创造民主共和， 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英名
永垂青史。 他不仅是革命的实干家， 而且是著名的
书法家， 他的书法骨作颜体、 格追魏楷， 力沉敦
厚、 气势雄豪， 信笔挥洒、 自成一家。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170余幅， 作品来源
广泛， 既有领导题词， 又有海内外著名书法家的精
品力作， 内容十分丰富， 既有赞誉黄兴的诗词名
句， 又有展现祖国山河的美文佳联， 更有讴歌新时
代的昂藏之作， 表达了对黄兴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走进展厅， 在
黄兴画像两侧， 黄兴亲笔书写的代表其精神的“无
我”、 “笃行” 四个毛笔字， 气势恢宏， 吸引眼球，
惹得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参观完毕， 修福金现场挥毫写下“长空万里”
四个大字， 表达对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崇高敬意和
缅怀之情。 刘晓表示， 书画展览不仅是作品的展
示， 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期盼通过本次书画展，
寄托对先贤的追思， 启迪智慧， 开拓中华美好的未
来。

省直“十佳文明服务窗口
单位”出炉

本报10月2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昨天， 省直
“十佳文明服务窗口单位” 展评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由省直和中央驻长各厅局级单位推荐的
30个窗口单位设专区， 集中展示行业风貌和服务
内容。

此次展评由省直工委组织， 是省直和中央驻
长单位“创文明、 转作风、 优服务、 提效能” 主
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组织推荐、 集中展
示、 领导宣讲、 结合民意调查进行综合评定， 省
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处、 省标准化研究院、 省药
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省国土资源厅
政务大厅等10个单位获得省直“十佳文明服务窗
口单位” 称号。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晒晒整改成绩单

本报记者 张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阿部都秀库尔·斯马义

10月25日， 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诞辰
140周年纪念日。 上午， 秋日的暖阳把长
沙岳麓山照耀得格外美丽。

临近11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 湖南省政协副主
席刘晓， 黄兴后裔、 辛亥革命先驱后裔等
与社会各界一道， 来到岳麓山上祭扫黄兴
墓。

半山腰上， 黄兴墓坐西向东， 苍松翠
柏， 掩映其间。 大家走上近百级石砌台
阶， 缓缓步入墓地。 只见高约10米的塔
形碑柱， 正面嵌铜制墓碑， 上镌“黄公克
强之墓”， 墓表四周以石基柱围护栏杆。
140年前的今天， 黄兴诞生于长沙， 他怀
着一颗赤子之心， 一生致力于推翻封建帝

制、 创建民主共和国， 立下千古不朽的历
史功勋。

“先祖父黄兴一生不朽光辉， 尤其他
的爱国、 ‘笃实’、 ‘无我’ 三种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学习。” 黄兴长
孙、 民革湖南省委原副主委黄伟民激动不
已， “今天看到先祖父一生所追求和奋斗
的理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
现， 感到无上的荣光和自豪。 作为子孙后
裔， 我们将秉持先祖父家训， 继承先辈遗
志， 奋发有为， 报效国家！”

“现场这么多乡亲前来祭扫， 感到非

常高兴。” 从美国专程赶回来参加祭扫的
黄兴孙女黄仪庄手持一朵黄菊， 缓缓放在
祖父的墓碑前。 这些年， 她心系家乡湖南
发展， 先后到资兴等地开展过捐资助学。

黄仪庄告诉记者， 自己刚刚腰部动了
手术， 行动十分不便， 但坚持回国祭扫：
“‘笃实’、 ‘无我’ 的家训， 还有祖父
的爱国精神， 时刻激励我们。 在今天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
继承这些精神， 敢为天下先。”

黄儆是黄兴的孙子， 出生于台湾， 第
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他十分高兴。 他表

示， 将继承和发扬祖父的精神风范， 为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一朵朵黄菊， 诉说着无尽的思念。 现
场市民们也纷纷加入祭扫的行列， 感叹今
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表示要在自己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 努力报效祖国、 建设祖国。

“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 ……
午时将至， 祭扫活动结束， 孙中山、 章
太炎等革命先贤为黄兴撰写的石刻挽联，
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黄兴墓下， 这
片久经沧桑的土地， 如今正焕发着勃勃
生机。

●全市压缩“三公”经费金额11143.75万元，下降26.2%；减少因
公临时出国（境）28批次、下降32.9%，减少人数114人、下降43.5%。

●文山会海等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共减少会议29.2%；减少文件
28.0%；减少简报、内部刊物647个，下降41.5%；减少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367个，下降57.4%；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1565个，下
降45.8%。

●清理清退在编不在岗385人、编外大量聘用人员945人。

●共查处不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补偿款的案件25起，查
处20人；查处侵占挪用各种补助资金问题67个，查处63人；查处对群众
欠账不付、欠款不还、“打白条”、耍赖账的问题216个，查处216人。

●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公务
用车398辆；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
112406平方米 ； 停建楼堂馆所13
个，面积217282平方米。

●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 三级共建立便民服务中心
3193个； 共有596个单位公开和简
化了办事程序，占单位总数的100%；
共查处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40
件、57人。

●完成清理村级财务和 “三资”
问题的村有2956个 ， 查处案件85
件，查处违法违纪村干部75人，查处
金额797.26万元。

本报10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整改阶
段以来， 我们组织开展了‘便民服务大走
访’ 活动。” 10月20日， 郴州市桂阳县委
书记廖桂生介绍， 目前该县党员干部发放
“便民服务卡” 20余万份， 收集群众意
见、 建议1万余条，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
5200多个。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郴州市以
作风大整顿为基础， 聚焦“四风” 抓整
治， 通过下发3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先
后有54项问题纳入专项治理范畴， 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 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

针对领导干部“为官不为”， 郴州市
委出台了从严整治“为官不为”、 坚决防
止作风问题反弹的意见。 并实行“五个
一律问责”， 即执行党纪政令打折扣、 做
选择、 搞变通的一律问责， 守摊子、 混
日子、 工作不担当、 绩效差的一律问责，
跑门子、 乱班子、 谋人不谋事、 结小圈
子的一律问责，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推诿
拖拉、 态度生硬、 不尽责的一律问责，
管理不严、 对存在的纪律松弛作风涣散
问题不能及时纠正、 当“老好人” 的一
律问责。

就“五个一律免职” 落实情况， 以及

公务用车配备管理、 公职人员打牌赌博、
公款大吃大喝、 乡镇干部“走读” 等问
题， 郴州市、 县两级开展明查暗访220多
次， 共问责国家公职人员719人， 其中处
级干部3人、 科级干部304人； 免职42人，
其中科级干部19人。

同时， 郴州市注重从群众最不满意的

地方改起， 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问题。 市里出台了 《关于解决农
村、 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突出问题的
意见》， 全面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3385个市县机关单位党支部先后与3325
个村 （社区、 企业） 党支部结成对子，
12.8万多名党员干部主动到农村帮扶， 帮

助群众解决生产、 生活难题7.8万个。
该市开展城乡低保“阳光行动”， 对

全市近37万名城乡低保对象进行清理核
查、 入户调查、 民主评议、 公开公示、 建
档备案等， 累计清退不符合条件的城市低
保对象2385人、 农村低保对象3512人，
受到群众好评。

【数说成效】

郴州：聚焦“四风”抓整治 真查实改求实效

制图/李妍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社会各界岳麓山祭扫黄兴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