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潇湘 诗意家园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陈永刚
通讯员 罗明伟 邓佳昕

8月1日，从上海开来的沪昆高铁G85次缓
缓驶入长沙城南， 回乡探亲的长沙伢子伍子
杰惊讶地发现：车窗外，低矮破败的仓库厂房
不见了，乱如蛛网的电线没有了，作坊冒烟、
污水横流等乱象销声匿迹了……

至7月25日，长沙高铁新城核心片区共计
拆除违法建筑1722栋、105.19万平方米，仅用
时47个工作日。 这是长沙开展“史上最大规
模”拆违控违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长沙市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

署，顺应群众诉求，以“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控
违行动为突破口，打响了城市品质倍升攻坚战，
明确提出实现中心城区1000万平方米违法建
筑“一年内基本拆除、两年内基本清零”。

战役正在攻坚，城市一天天蝶变。

拆除“毒瘤”，保证公平

违法建筑是城市肌体上的“毒瘤”。长沙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鹏宇介绍， 长沙现存违
法建设主要包括城乡结合部违建仓库（厂
房）、小区内私自扩面加层等，不仅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 而且属于占用公共资源谋取私人
利益，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

以芙蓉区马坡岭街道西龙村内的违建仓
库为例，这里民居、仓库混杂，通道狭窄，消防
车无法通行。

（下转7版②）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黎娟）今天，虽然是周末，可永顺县卧塔镇三
家田村第一书记、省水利厅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吴科平却忙个不停，一直在该村安全饮
水工程现场检查质量、指导施工。他说：“村
里没有周末的概念。”

今年4月8日驻村以来，省水利厅驻村帮
扶工作队3名队员走遍全村12平方公里土
地。脚板底下出成果：制订了3年驻村帮扶工
作规划， 并获省水利厅批复； 确定办7件实
事：建一个安全饮水工程，改造河坝和渠系，
修缮危桥和硬化通组公路，改善村容村貌并
配备垃圾运输车，推进产业发展并协助完成
农网、危房改造等，确保全村260户贫困户、
1003个贫困人口3年内精准脱贫。

包括三家田村在内， 今年4月起， 我省
8000个省级贫困村都迎来了“帮帮团”———

驻村帮扶工作队。其中，省直和中央驻湘单
位派出184个驻村帮扶工作队， 比2014年增
加3.5倍；市（州）、县（市、区）、乡（镇）也纷纷
派出干部下沉到村，实现8000个省级贫困村
驻村帮扶全覆盖 。 驻村帮扶的重点为
“12+1”，“12”就是水、电、路、业、房、环境整
治“六到农家”，以及就医、就学、养老、低保、
五保、村集体经济发展“六个落实”，“1”就是
基层组织建设。

短短3个多月， 各驻村帮扶工作队调查
研究、制订规划、实施项目，迅速进入状态。
在溆浦县两江乡朱溪村，省体育局驻村帮扶
工作队针对66户贫困户259个贫困人口，组
建两个专业合作社，开展黄羊养殖、茯苓种
植；依托省体育局资源，发展攀岩、自行车等
特色体育产业。“工作队办实事，我们有奔头
了！”朱溪村3组贫困户刘志云不停地点赞。

晨风

一、这是一道脉承千年、枝繁叶茂的文化
风景；

这是一函精深博大、 内敛含蓄的精神典
籍；

这是一部深沉起伏、 余音不绝的生命长
歌；

这是一曲千锤百炼、 醍醐灌顶的智慧交
响……

———千百年来， 家风和家风衍生的故事，
散落在寻常巷陌，传奇在青砖碧瓦，吟唱在古
道长亭。

2015年4月7日，从一篇《开国将军钟伟的
家风》报道开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
《湖南日报》， 将她的笔触伸向湖湘大地一个
个家庭，探寻那些忽略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家风
故事。

从革命前辈到普通百姓，从科学家到慈善
家，从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到普通平凡的小家
庭，一个个湖湘家风故事，喧嚣中带给人们慰

藉沉静；省视中带给人们启迪、感悟。透过家风
故事，人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感受到别样的
智慧，汲取到别样的能量。

多位省委领导、先辈后人充分肯定 ：湖南
日报的家风报道，拨心弦、动心魄、撼心灵，对
树立社会好风气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许多单位组织、干部群众为之点赞：《湖湘
好家风》系列报道，看了以后让人感动，难以忘
怀，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家教教材；

报道的影响，从基层延伸到省直 ，从普通
读者通达到学者专家，从湖南一角辐射到北上
广深……一股宣传好家风、 传承好家风的热
潮，正在激扬。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 ，不论生活格局
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5年2月17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字字珠
玑，语重心长。

———《湖南日报》对湖湘家风故事的挖掘、
传播， 紧密契合总书记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
在人们心中架起了家风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教化于众的桥梁。

二、“家有谱，地有志，国有史”。有家，就有
家风的起与兴、存与续。

家风是什么？家风指的是作为伦理亲缘共
同体的家庭（家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传承中，
逐渐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日常生活方式、家庭文
化风范和道德伦理品格。

世界上很少有别的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
重视家庭及其文化；对家庭和家风的营建和培
育，成就炎黄子孙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丰厚
滋养。

家风，是中华传统文明最本土 、最纯正的
基因，是深具中国特色的正能量。

这股能量，为人生赋值 。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课堂。曾国藩晚年在《与弟书》中写道：“子弟
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每天
出去，然后归来，起点和终点都是家。家庭教育
着眼人生第一粒纽扣，在润物无声中培养“日
用而不觉”的做人做事态度、为人处世伦理。家
风，是个体成长的精神支撑，是输送精神力量
的脐带。

这股能量，为社会立规。家风、家训并非只
行于一家一室，扩展开来，就有了一族一乡的
族规和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
这种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所形成的人格典范、道
德先进和品格卓越，逐渐成为公共文化价值的
精神根基，进而放大为引领公共社会的内在价

值力量。
这股能量，为国家赋形。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举世瞩目的“中国故事”，由一个个家
庭共同书写；鼓舞人心的“中国精神 ”，由一个
个家风故事铸造 。常言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
国、平天下”，“好家风”蔚然成风，“好国风”才
会水到渠成。

人生需要价值导航， 社会需要共识引领，
国家需要信仰驱动。

家风， 承载的正是人生奋斗的精神密码、
社会向善的精神之钙、当代中国的精神家园。

三、湖湘好家风，源自无数湖湘先贤的创
造积累，带着湖湘文化的鲜明印记，根植万千
寻常湖湘家庭。

家风， 寄托在祖先牌位前的一炷香火里，
凝练在祖庙墙上的一句箴言中，流淌于千万里
家书往来间 。有的 ，早已外化于形 ，就在一举
手、一投足，就在一颦、一笑间……

家风的形成， 与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社
会风气紧密相连，不可割裂。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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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我湖湘好家风

湖南日报评论员

在密集推出扶贫攻坚新举措的同时，省
委今天又专门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训
班，旨在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把握形势任
务，明确思路方向，谋划政策举措，推动中央
和省委全会精神落实落地，举全省之力打好
扶贫开发攻坚战。

“到2020年，全省596万贫困人口整体脱
贫 ，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全部摘掉贫困帽
子、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贫困
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
近全省平均水平”。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扩
大）会议，提出了未来五年我省扶贫开发的
总目标。

扶贫开发如登山，越往后越艰难。目前，
我省扶贫开发已进入关键时期、 冲刺阶段，
要如期完成扶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必须抓好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牵住领导责任制
这个 “牛鼻子 ”，握紧 “三严三实 ”这一 “法
宝”，坚持严格的要求，务实的态度，在党员
干部中大兴“严实”之风。只有严，才能“号准
脉”、“开对方”；只有实，才能做到不贪虚功，
务求实效。

首先，工作举措要严要实。贫困人口的

识别要严格标准。扶贫不是分果果、排排坐、
吃唐僧肉，必须精准识别“扶真贫 ”。要把扶
贫对象摸明白、把家底盘清楚，确保把最需
要帮扶、最困难的群众纳入扶贫范围 ，真正
兜住扶贫开发工作的 “底”。 扶贫资金的使
用要严格监管。收拢五指，集中力量办大事；
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发挥最大效益，
防治跑冒滴漏。扶贫目标要严格督查 。每年
减少多少贫困人口、多少贫困村，每项扶贫
工作、每个扶贫项目达到什么进度，都要做
到心中有数，严格督查。

其次，工作作风要严要实 。无论是产业
发展、公共服务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单
个农户家庭的帮扶，都要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切忌喊空口号，提一些好高骛远、不切实
际的目标，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脱贫是干出来的，是群众实实在在感受
得到的，不是宣布出来的。扶贫工作来不得
半点虚假，纸上扶贫、电话扶贫、数字扶贫 ，
不可能取得实际成效，扶贫开发的成效要为
群众所感知，让群众来检验和评价，不能“被
脱贫”、“被幸福”。

扶贫攻坚，肩上有沉甸甸的担子 ，身后
有群众眼巴巴的目光。只有严之又严 ，实之
又实，敢于攻城拔寨，才能确保我省贫困人
口如期脱贫、同步迈入全面小康！

干部驻村 帮扶到户

8000贫困村迎来“帮帮团”

以“严实”作风啃下扶贫硬骨头

拆违促城市蝶变
———长沙打响拆违控违攻坚战

一拆到底，期待全胜

通讯员 周颖 王海莲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8月2日，离新化县城80多公里的天门乡
树溪村，天高云淡，烈日当空。

站在盘山公路的一个拐弯处望去，对面
山腰的梯田间， 一群人抬着一根水泥电杆，
在逼仄的山路上慢慢挪动。

待我们爬山涉水赶追过去，这群人正好
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一个个敞开汗水湿透的
上衣，露出晒得黝黑的胸脯。

“路太陡、太窄，很费劲”。领头的是国网
新化县电力公司天门供电所长戴长春。他告
诉记者，400多公斤的电杆， 从公路边抬过
来，路还没走500米，时间却花了2个多小时。

天门乡藏在雪峰山脉深处，是新化县面
积最大、最偏远的一个乡。全乡54个供电台
区、70多公里10千伏线路， 穿插在海拔600
米至1400米之间的深山老林。 问题最大的
是，这个乡的电网原属于地方小水电，底子
薄、用电质量差。为了维护电网，戴长春和他

的8名同事，一年四季在这大山里转悠，及时
解决村民用电难题。一年下来，每个人的摩
托车里程接近2万公里。

休息中，山坡上走来树溪村村支书伍石
奎。“山里的生活不容易，电是最大的问题！”
伍石奎指着眼前连绵的山峦介绍，树溪村全
村178户村民， 散落在19.2平方公里的大山
里， 在村子里走个大半天也看不到几户人
家。目前，全村532基电杆中，只有5基水泥电
杆， 其余全部是当年的木电杆。“电压太低，
村民打米要等到深夜， 一家一家轮着开机。
如果有2台打米机同时开，立马跳闸停电”。

改造电网， 是大山里群众最迫切的愿
望。

2006年，国家电网正式代管新化县电力
公司，开始逐年实施农网改造。

今年，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计划在新化
县投资1.18亿元， 完成130多个村的农网升
级改造。天门乡有9个村列入今年的网改，树
溪村也是其中之一。

（下转7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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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啦，这些木电杆终于换了”

8月1日，渔民在晨雾飘荡的东江湖湖面上荡舟。7月20日，资兴市东江湖旅游区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湖南省首个同时拥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称号的旅游景区。暑假期间，这里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前来赏雾观景。 贺茂峰 摄

大花园里人安乐
———看望城区如何让农村干净整洁起来 2版

国办印发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意见，2015年支付比例达50%以上

“双保险”能否让就医更“有底气”
8版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田甜 刘文韬）
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
赛今晚在长沙举行， 为期一月的比赛圆满收
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为获奖选手颁奖。

国务院参事、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国家
汉办主任许琳，省领导许又声、韩永文、刘莲
玉、李友志、欧阳斌出席。

今年7月至8月，来自97个国家的133名选
手汇聚一堂，触摸中国文化，感受中国魅力。

经过多轮复赛、决赛的激烈比拼，来自英国的
康可、意大利的徐天佑、韩国的申素云、哥伦
比亚的马修、新西兰的麦凯平、喀麦隆的孙頫
宇等6名选手入围总决赛。总决赛上，经过“人
生正反说”、“情景考演秀”、“巅峰对决”3轮精
彩比赛，最终麦凯平夺得冠军。

许嘉璐对获奖选手表示祝贺， 对所有的
参赛选手表示赞许。他说，中国提出建设“一
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沿途
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希望大家建好“汉语
桥”，充分利用好这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建起

人员沟通、文化交流的“一带一路”，让更多中
国人走向世界，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喜爱中
国，与中国人一同创业，实现和平合作共赢的
国际新局面，共同创造富裕安宁的新生活。

“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由孔子
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共同主办，旨在激发各国
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增强世界对中
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理解， 如今已成为各国
大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在中
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中间架起了一座沟通心灵
的桥梁。

“汉语桥”经历十四载
搭起中外交流新平台

许嘉璐徐守盛杜家毫出席总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