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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黄克诚不仅是调查研究的
积极倡导者，更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推
动者。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 喜欢到连队找
干部战士谈心。 他不带警卫， 不事先打
招呼， 走到哪里问到哪里。 1950年夏，
他去湘西视察， 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
正赶上连队吃午饭， 他就蹲在地上边吃
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 战士们以为他是
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
的， 便七嘴八舌地讲， 湖南菜辣椒太
多， 开始不适应， 现在习惯了， 有个调
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 来个吃辣椒比
赛。 黄克诚欣然应战。 笑谈间有人到连
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 这时， 战士们
才知道， 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
委书记、 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个个惊得
直伸舌头。

黄克诚常说， 涉及重大的问题， 调
查研究时要蹲下来， 沉下去， 不能只听
少数人汇报。 1957年5月， 为了调查院
校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加强思想建
设和教学建设的情况， 黄克诚带了一名
参谋、 一名秘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蹲点调查。 他谢绝学校为他安排的省里
高级宾馆， 在学院的招待所里一住就是
20多天。 其间， 他分别以座谈、 个别谈
话等方式， 向院、 系领导和教授、 机关
干部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和要求； 他还
身着便装， 到教学班、 食堂、 警卫分
队、 军人服务社等， 同学员、 教员、 战
士、 职工等交谈， 了解了很多真实的情
况。 黄克诚离开学院回京前， 在院、 系
领导干部和部分教授参加的大会上发表
讲话， 问题点得准， 针对性强， 要求明
确， 震动很大， 赢得一阵阵掌声、 赞叹

声。 这次调查， 为军委指导全军院校建
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黄克诚搞调查研究， 总是到困难最
多、 最基层的地方去， 而且注重发现和
总结典型， 指导面上的工作。 1965年，
中央决定安排他到山西省任副省长。 已
赋闲6年的黄克诚欣然接受并即刻报到。
到太原稍事安顿后， 就前后两次深入基
层， 走了洪洞、 安泽等20多个县市的许
多公社、 大队， 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村情
况， 深入农民家中了解他们的生产、 生
活情况。 不少村子地处山区， 车开不进
去， 64岁的黄克诚就拄根棍子同工作人
员一起步行， 一下去就是一个多月。

至1966年2月， 山西已有七八个月
没有下一场像样的雨雪， 持续的干旱严
重影响春耕播种。 过了春节， 黄克诚又
立即从太原出发到旱情严重的高平县指

导抗旱。 他的足迹踏遍23个公社、 400
多个生产大队， 同当地干部和社员一
道， 找水源、 打土井、 搞备耕。 经过两
个多月奋战， 到5月间， 抗旱斗争取得
很大成绩， 打出了一批水井并修建水利
配套工程， 降伏了旱魔。 时任晋中地委
书记的王修德40多年后回忆说： “黄老
在山西一年多， 大部分时间在县以下
跑， 我们到太原开会很少看到他。 我到
省委工作后， 听到许多人对他的议论。
他那么大年龄， 资格那么老， 被打成反
党集团成员， 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委屈，
降职使用， 仍斗志不减， 作风不变， 我
们这些省地领导干部谈起他来， 无不表
示敬佩。 他是我们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啊！”

（通讯员 朱习文 吴义国 湖南日报
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记
者从省网信办获悉，“中
国法治网”（www. 中国
法治.net） 因违规开设多
家无新闻资质地方频道
被通报。

据了解， 今年以来，
省网信办按照中宣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
家网信办联合开展的中
央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
清理整顿工作部署，切实
对网站地方频道进行规
范整顿。 根据群众举报，
经查发现“中国法治网”
擅自在湘开设多家地方
频道，其中省级地方频道
1家，市（州）地方频道14

家，县（市、区）地方频道
17家，非法从事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涉嫌违规经
营，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
影响。 省网信办现责令
“中国法治网”在2015年9
月10日前自行清理关闭
所有驻湘地方频道，逾期
将予以查处。

省网信办负责人表
示， 开设网站地方频道、
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必须依法依规进行，网
信部门将采取零容忍的
态度进行清理整顿，也欢
迎社会各界、 广大网民依
法据实举报（举报网站http:
//wfblxx.rednet.cn，举报
电话0731-82688060）。

联动调处劳动争议
成功率达98%

� � � � 长沙首个乡镇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于寒）日
前， 长沙地区首个乡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在浏阳市
枨冲镇正式揭牌。 当地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在镇一级就能
得到由司法所牵头，包括镇综治办、工会、劳保所、企业办
等在内的各部门联合调解。

作为浏阳西部的经济大镇，枨冲镇现有花炮、化工、
花卉苗木等企业129家，在职员工多达16800人，其他事业
单位、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2000余人。 企业、从业者众多
的同时，劳动纠纷也频繁出现。 该镇建立镇劳保站、司法
所、联合工会、企业办、综治办等部门及村（社区）联动调
处机制， 仅2013年和2014年就调解各类劳动人事争议纠
纷共计128起，调解成功率达98%。 目前，枨冲镇各企业的
劳动合同签订率已达100%。

“在此前基础上， 枨冲顺势成立长沙首个乡镇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中心， 将更好地承担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合法权益、处置镇域内重大劳资纠纷矛盾、受理和组织
调解镇域内劳动人事争议纠纷等职责。 ”枨冲镇党委书记
陈国强介绍，接下来还将利用现有资源，设立基层公共法
律服务平台，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党史撷英·严与实

省网信办
通报“中国法治网”

违规开设多家地方频道
黄克诚:战士们认他是股长

8月23日， 临武县麦市镇清塘村， 九旬抗战老兵郭尹良在为大学生讲述当年的抗战经历。 当天， 该县组织即
将迈入大学的120名学生开展 “不忘历史·努力奋发·开创未来”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分组深入各乡村， 与全县45
名抗战老兵重温战斗历史。 陈卫平 摄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彭金辉 ）“参观新墙河抗
战史实陈列馆，寻访相公
岭抗战遗址，让我们领略
了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伟 大抗 战 精
神。 ”今天上午，岳阳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50余名民
警参观了新落成的岳阳
县新墙河抗战史实陈列
馆、寻访相公岭抗战遗址
后，纷纷感慨。

新墙河是当年日寇
进攻长沙的第一道屏障，
被誉为“东方马其诺防
线”。1939年9月至1944年
5月， 抗日军民曾在此与
鬼子进行4次决战。 陈列
馆以抗战遗物、新墙河抗
战遗址图片、历史图片为
主要展品，还原那段难忘
的历史； 相公岭留下了

“断头将军”王超奎率500
将士英勇抗敌的惨烈故
事。

自6月下旬以来， 岳
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以
《湖南日报》 开辟的 《气
壮山河·湖南抗战故事》
专栏为平台， 在民警和
戒毒人员中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各科室、 大队
每周例会组织民警学习2
篇以上抗战故事， 并开
展讨论； 每周利用2个晚
上的读报时间组织学习
《湖南日报》 上刊载的抗
日英雄故事。 “八路军、
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条
件下， 不畏强敌， 殊死
抗争， 取得了抗战的胜
利 ， 捍卫了国家主权 ，
他们的事迹惊天地、 泣
鬼神。” 一位民警在学习
心得中写到。

“气壮山河”壮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