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5日，苗族姑娘在参与“抢鱼塘”。当天，正值苗家“四八姑娘节”，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三锹乡地笋苗寨，各地游客观看了精彩的民俗风情表演，参与“抢
鱼塘”、“跳篝火”、“竹竿舞”等互动节目，体验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活动。

刘杰华 周凌 摄影报道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养老院悲剧背后的
养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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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1月起 ，长沙市芙蓉区的
市民惊喜地发现散步时多了一个好
去处 ：区政府机关大院 。机关大院周
围原来1.8米高的围墙已经全部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绿荫步行便道 ，大院的
篮球场 、羽毛球场 、公共停车场及公
共厕所也对市民免费开放 ，往日的机
关 “衙门 ”转变成为市民休闲的社区
公园。

芙蓉区 “政府大院拆围墙 ”，只是
我省推进作风建设的一处注脚 。2013
年6月以来，我省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全省党员干部在经
历精神洗礼之后，作风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2月， 我省又出台了专门文件，对
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做出了明确
要求。我省将如何推进呢？

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

自整治 “四风 ”这把火点燃以来 ，
持续涤荡到全省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2013年6月以来， 全省共查处
“吃拿卡要”问题949个，“庸懒散拖”问
题9679个，公款大吃大喝、参与高消费
问题410个 ， 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
729件……全省政治生态悄然改变，党
风政风明显改善、民风社风为之一新。
整肃 “四风 ”带来的 “新常态 ”，成为推
动我省改革发展的新动力。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一些干
部对此还有不舒服、不适应、不习惯的
心态 ，还存在“雨过地皮湿 ”的侥幸心
理。因此 ，作风建设务必坚持不懈 ，决
不可掉以轻心。 我省将继续保持 “高
压”态势，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全省
先后派出24个督查组对整改落实 “回
头看”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在落实整改
方面不折不扣， 在专项整治上持之以
恒。 继续建立整改台账， 实行销号制
度，群众认可一件 、销号一件 ，坚决杜
绝 “烂尾工程 ”。紧紧扭住中央的21项
和省委的52项专项整治任务不放 ，制

定下发了专门文件 ，确保 “活动办 ”撤
销后，专项整治工作继续有人抓、不落
空。坚持上下联动，每年锁定几个重点
问题，合力推动整改成效落地生根。我
省正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深
化作风建设。

拧牢以上率下的“螺丝”

我们常说 ， “己身不正 ， 焉能正
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
干部的作风和言行 ， 直接影响下级 、
基层和群众 。为此 ，我省将重点从领
导班子 、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入手 ，
拧牢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的 “螺丝 ”，使
其带好头 ，成为引领党风 、政风和社
风的标杆。

为牢牢牵住领导带头这个 “牛鼻
子 ”， 我省充分利用民主生活会这个
“武器”， 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严
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清除各种政治
“灰尘 ”和 “微生物 ”。在教育实践活动
中， 我省各级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
会不放 “空炮 ”、“哑炮 ”、“礼炮 ”，面对
面交心，实打实批评，进一步把严的意
识立了起来、严的规矩建了起来、严的
风气树了起来。今后，我省将认真运用
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经验
做法， 使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基层
党组织组织生活会成为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有效载
体。 各级领导班子每年年底都要对党
内政治生活进行一次全面自查， 并向
上级专题报告。同时，我省还将把作风
教育纳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
内容 ，纳入党校 、行政学院课程 ，引导
领导干部到基层接地气 、 增感情 、补
好 “钙 ”；研究制定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作风建设考核办法 ，构建组织 、社会
和群众评价 “三位一体 ”综合考评体
系 ，坚持选拔看作风 、考核考作风、监
督管作风。

上紧联系群众的“发条”

“电视上有声 、现实中没影 ”、“门
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是老百姓比较
反感的干部作风问题。 为转变这种作
风， 我省着力推进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密切联系群众， 为民办实事、 解难题。
2013年6月以来， 全省已建立领导干部
联系点2.7万多个，县、乡、村三级建立便
民服务中心40062个， 组织57万多名机
关党员干部到基层为群众服务，47万多
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干部与
群众的距离明显拉近，群众切实感受到
党员干部作风转变带来的习习清风。

为畅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
里 ”，进一步上紧干部联系群众的 “发
条”，我省将进一步构建全面推行机关
联系基层 、干部联系群众 “双联系 ”制
度， 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
务，全面推行党员志愿服务、结对帮扶
的 “三个全面 ”的机制 ，使党员干部到
基层报到、 到群众中报到成为一种常
态和机制。同时，党员干部群众工作做
得好不好、 作风转得实不实还要接受
群众的评议。比如，株洲市荷塘区开展
“与百姓贴心 ，为百姓解难 ”大走访活
动 ，全区党员干部走访71866户 ，解决
问题4705个； 怀化市开展 “万人评百
人 ”活动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 “中梗
阻”，将与民生改善密切相关的43个市
直部门单位的100名干部选定为评议
对象，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群众代表
等万人进行评议。

扎密整章建制的“笼子”

俗话说，“牛栏关猫一场空”。对于
作风建设，群众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开
头紧 ，中间松 ，结尾还是空 ”，“风过又
回头 ”。只有建章立制 ，把制度 “笼子 ”
扎得更紧密，用制度管住干部的行为，
用机制规范权力的运行， 才能从根本

上推动作风建设的长效化。
我省高度重视作风制度建设 ，自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省级层面先
后出台了关于国内公务接待 、“三公 ”
经费管理等39项新规，“三公” 经费同
比减少28.4%，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
同比减少53.6%。下一步 ，我省将继续
搞好与中央出台各项制度的承接，完善
科学规范、 务实管用的作风制度体系，
加强对各项制度执行情况的调研、评估
和跟踪问效，及时修订完善和制定相应
配套措施。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
行制度没有例外， 坚决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
“高压线”。我省还注重从制度上进一步
明确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
任和党委（党组）书记的第一责任，用责
任传导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让作风
建设从制度上真正“硬”起来，用制度的
刚性约束铲除不良作风滋生的土壤。

作风建设无穷期， 从严治党再出
发。作风建设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我们需要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好的作风一定能常驻群众身边。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黄海）

■链接：

我省公布
作风建设举报电话

2015年5月20日，省纪委、省委督
查室、 省政府督查室联合公布了作风
建设举报电话。

省委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巩固
成果，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切实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小 、落
细、落实。如发现党员干部有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精神情况 ，
可通过电话举报。举报电话分别为：省
纪委：0731-82688999；省委督查室：
0731-82217455； 省政府督查室 ：
0731-89990535。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省如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热点话题谈心录
适应新常态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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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谢勇一行走访慰问了长沙
市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和乐舟
（长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对两家
机构和公司面临的困难给予回应。

“有爱就能萌生希望。”长沙市
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名字由
此而来。 康复中心创办者张伶俐
是一位12岁孤独症儿童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女儿， 使她努力为孤
独症孩子家庭撑起希望之路。谢
勇得知后， 赞扬她的奉献精神。爱
萌儿童康复中心目前有68名孤独
症儿童， 康复中心2003年成立以
来，已为500余名孤独症儿童提供
康复服务， 不少孩子在爱萌早期
干预下，减轻了自闭的症状。谢勇
了解到中心仍面临教师人才队伍
缺乏、 培训场地不固定等发展难
题，他一一回应，嘱托有关单位部
门出面给予协调解决， 为中心创
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乐舟（长沙）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位于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旁的
高档写字楼内。 创立该公司的是
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胡平。 胡平
是中南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因

为热爱英语，毕业后，她成为了长
沙新东方培训学校的英语老师。
2011年， 她开始创办了自己的工
作室， 专门为出国人员和在校学
生提供英语培训， 工作室规模不
断扩大。 谢勇赞赏胡平自强创业
的精神， 鼓励她为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陈潇） 记者从今
天上午召开的省民族团结进步行
动组委会工作座谈会上获悉，今
年的活动主题为“促进团结、共同
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
玉、 副省长蔡振红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长助理袁建尧主持会议。

据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省
有251个高寒山区贫困村实施了
脱贫解困工作， 各级投入解困资
金10.84亿元，使高寒山区少数民
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 在今年的民族团结进步行
动活动中， 我省将通过抓好民族
政策法规贯彻落实、 推动民族法
制建设、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方式举措， 推动民族地区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
刘莲玉强调， 要充分运用好

民族法治这个有力武器， 以法治
推动和保障全面小康建设， 用法
治规范民族工作， 充分释放民族
地区的发展潜力、资源红利、后发
优势， 确保民族地区实现与全省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
标，促进和保障民族团结。

蔡振红要求， 科学运用差别
化扶持政策， 助推民族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 激发民族地区的内
生潜力，改善民族地区的民生问
题。 要以依法行政为工作方式，
以服务均等化为工作重点，引导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创造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
件。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李伟锋）今天，省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省
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出席
并讲话。

湖南是地质灾害高发易发
区， 近几年地质灾害发生起数居
全国前列， 去年被列为全国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重点支持
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已查清的重
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形成了“一名
县乡领导负责、 一名村组干部包
点、一名群测群防员值守”的群测
群防网络。 根据最新出台的全省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方
案，从2015年至2020年，地质灾

害防治将实施五大工程， 即调查
评价、监测预警（含群测群防）、搬
迁避让、灾害治理、能力建设（含
科普宣传）；努力实现“百千万”目
标，即建成100个以上地质灾害应
急中心， 开展1000处以上重要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实施5万户以上
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搬迁。 今年
底全省将实现1∶5万地质灾害详
细调查全覆盖。

陈肇雄要求， 要坚持预防为
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加强地质
灾害调查评价， 推进地质灾害综
合治理，完善监测预警预报体系，
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万户居民将搬迁避地质灾害
陈肇雄要求确保防灾减灾措施落实到位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田甜）今天上午，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专
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 全省
100多名市（州）县区干部参加培
训。省委常委、长株潭两型试验区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文雄在开
班式上强调，要加快推进全面绿色
化， 把绿色化融入经济、 政治、文
化、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化
作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价值取
向，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张文雄指出，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
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
进；认识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一
门高深学问，需要专业化能力。

张文雄强调， 绿色化是经济

发展的新动力， 是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是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要把
握绿色化的深刻内涵、 实现路径
和重大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新理
念，推进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城
镇化、 信息化、 农业现代化的融
合，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要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
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张文雄指出，环境问题凸显，
深层次的是制度原因， 要把制度
建设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
键，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制度，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 坚持制度建设从严，
确保严问责、严赔偿、严执法。

张文雄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求

把绿色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姚学文）昨天，是湘江新区
正式授牌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
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在
专题调研湘江西岸临江建筑规划
和项目建设工作后， 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议， 学习贯彻落实湖南
湘江新区授牌大会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长
沙将新区建设发展的突破口选定
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易炼
红先后考察了望城区滨水新城、
滨江商务新城、 岳麓山大学城和
洋湖生态新城等片区。他要求，各
级各相关部门不负群众期盼，大
幅提升湘江两岸规划建设水准，
构建与国家级新区相匹配、 相适

应的新形象。
在随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

上，易炼红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找准
着力点，打开突破口，奋力谱写湘
江新区建设发展新篇章。 要围绕
“新”字落笔，充分融入山水洲城特
质和湖湘文化特色， 深度谋划推进
“长沙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
计划， 在城乡统筹、 产城融合、“五
化”联动中推进新区建设发展，着力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土
地管理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等方面
改革，既要迎难而上，敢于抓落实，
又要注意方法，善于抓落实，合力推
动湘江新区各项工作扎实开局。

长沙贯彻落实湖南湘江新区授牌大会精神

新区规划建设不负群众期盼

用法治规范民族工作
民族团结进步行动确定“共同发展”主题

有爱就能萌生希望
谢勇慰问残疾人机构和公司

王石川

5月25日晚， 河南平顶山
市鲁山县城西琴台办事处三
里河村一老年康复中心发生
火灾，截至26日凌晨4时30分，
已导致38人遇难 、2人重伤 、4
人轻伤。着火宿舍当晚共有44
人居住 。也就是说 ，火灾中无
一人顺利逃出。

伤亡如此严重，应该与老
人行动不便有关。 此次火灾，
发生在不能自理人员养老区。
问题是 ，对这类老人 ，养老院
本应给予格外重视、配备足量
看护人员 ， 提供足够安全保
障———否则，他们何必住进养
老院？

这家养老院曾被称为“办
得算是比较成功”。可是，着火
房屋均为“铁皮泡沫屋”，墙体
夹层多由泡沫板填充 ， 易燃
烧 。而根据我国 《社会福利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养老
院建筑不应采用易燃、 易碎、
化纤及散发有害有毒气味的
装修材料。连最基本的要求都
没达到，谈什么“比较成功”？

这是一家民办养老院，对
民间力量投入养老领域，本应
支持并点赞。 但毋庸讳言，近
年来民办养老院可谓乱象纷

呈 。比如被虐 。老年学研究学
者万艳调查发现，在二三线城
市，条件越差的民营养老机构
中，不能自理的老人受虐待的
可能性越大。如某养老院老人
屡遭护工打骂 ， 被逼吃屎喝
尿； 还有的护工嫌护理麻烦，
将老人捆绑得不能动弹；更有
甚者，一护工因心情不好残杀
数名老人 。 为此人们纷纷呼
吁：别让养老院变成虐老院！

我国正日渐步入银发社
会 ，养老机构严重匮乏 、入养
老院难已成为继上学难、看病
难、安居难之后又一严峻社会
问题。目前，民间力量、民营资
本加大了对养老领域的投入，
但对他们的监管还远远不够
有力 、到位 。面对一起又一起
养老院悲剧，相关部门应以高
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查找症结、
反思问题 、及时整改 、科学统
筹 、总体规划 ，推动我国养老
事业迈上良好 、 积极发展轨
道。

在香港，养老保障的三大
支柱是个人储蓄和保险、强制
性公积金、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计划 。而在内地 ，如何体面地
养老 ，起码不被伤害 ，能够享
受到较为健全的养老服务，仍
需进一步探索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