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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利华

“根据东江湖的特征，我市
提出了‘一清内源、二控外源、
三护生态、四强管护’的水污染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思路。”9
月14日， 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
就东江湖水污染防治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该市实行最严的
水污染防治标准， 护住一湖好
水。

东江湖水域面积24万亩，
蓄水量达到81.2亿立方米，素有

“湘南洞庭”之美称。东江湖环
境优美，周边植被覆盖率达80%
以上，其水质优良，常年稳定在
国家Ⅱ级饮用水标准以上。

然而早些年， 随着东江湖
流域渔业开发加速， 人类活动
频繁， 因饲料投入、 农业生产
等自然有机物的流入， 东江湖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受到影
响， 物种多样性和稳定性下
降， 部分水域在枯水季节有富
营养化的趋势……保护好东江
湖水资源，迫在眉睫。

资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
承旺告诉记者， 通过上下共同
努力，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水污
染防治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于2002年3月1日颁布施行，
使东江湖成为全省首个专门立
法保护的大型水库。

“特别是近几年，我市根据
东江湖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的发展变化， 争取省人大对
《条例》进行立法修订，以适应
东江湖保护与发展新的需要。”
朱承旺介绍，省人大非常重视，
委托省环保厅及资兴市代拟
《条例（修订草案）》，现已完成
修订草案编制、意见征求、社会
听证、专家审查等立法程序，并
递交到省政府法制办备案。

与此同时， 资兴成立东江
湖保护与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编制了《东江湖流域水环境保
护规划》，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东江湖保护的决定》、《东
江湖旅游船艇管理规定》、《东
江湖景区环境卫生保洁方案》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文件，建
立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东
江湖生态保护管理网络。

资兴通过积极争取， 把东
江湖纳入了国家良好湖泊生态
环境保护与亚行贷款项目，争
取到项目资金11亿元， 全面实
施网箱退水上岸工程、 船舶污
染治理与燃料改造工程、 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工程等， 先后退
出网箱养殖面积24.83万平方
米， 退养生猪规模养殖场169
家、退养面积3.2万平方米，湖区
退养范围内所有畜禽规模养殖
场今年底全部退出养殖。 还成
功争取国家海事局把东江湖船
舶应用LNG清洁能源纳入全国
试点，推广船舶使用清洁能源。

东江湖水正越来越清。

谭 平

习总书记指出， 统战工作是最大的
政治。统战干部是党的政治工作者，直接
同党外人士打交道， 是他们对我们党的
“第一认知”， 一言一行都关涉党的形象
和声誉， 关涉能否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凝聚最广泛的人心力量。当
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所有制
结构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敌对
势力渗透破坏手段更加多样。要画大“同
心圆”、做好凝心聚力工作，就要修好严
以律己“必修课”、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 用共产党人自身硬的品质修养影
响、带动、凝聚广大统战成员。

忠诚政治信仰。 坚定信仰是严以律己
的前提。领导干部要保持这个政治定力。心
中有信仰， 行动才有方向。 党的信仰是什
么？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前，面对经济全球

化、思想多元化的冲击，一些人觉得马列主
义过时了， 不信马列信鬼神。 缺乏坚定信
仰， 政治上就靠不住。 统一战线处于反分
裂、反渗透、反颠覆斗争的前沿阵地，如果
统战干部都没有坚定的信仰， 都不信马列
了， 又怎么去引导广大统战成员与我们党
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越是做党外工作， 越要心中有
党。这就需要我们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
始终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是代表党在做党
外人士工作， 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任何情况下
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方向不偏，从而
形成强大持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把不同
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各界人士都紧
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严守纪律规矩。纪律规矩是严以律己
的保障。党的事业既靠正确的理论路线方
针政策来指导， 也靠铁的纪律规矩来保
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缺乏纪律，必定

混乱。如果纪律规矩成了摆设，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
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当前，一些人心中
无戒， 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视为
“稻草人”、“橡皮泥”， 越了底线、 踩了红
线，不仅自己最终栽了跟头，更给党的形
象和事业造成严重影响。 作为统战干部，
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用的是公权，干的是
公事，是为党的事业凝心聚力。我们要时
刻念好心中“紧箍咒”，抛却欲望的渣石，
将党的纪律规矩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不
仅在党内不搞团团伙伙， 不搞营私舞弊，
不搞我行我素，不搞讨价还价，在与党外
人士交流交往中，同样要讲政治原则和规
矩，做到讲公谊不图私利，提倡君子之交，
构建健康关系，真正为党交一批关键时候
能站得出来、发挥作用的铁杆朋友。

锤炼过硬本领。 过硬本领是严以律
己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叮
嘱我们， 党把统战工作这个重大任务交

给大家，是对大家的信任，也是对大家的
重托。现在，有的同志精神不振、创新乏
力，有的同志不懂政策、不讲方法，遇到
问题荒腔走板、动作变形，与党外人士对
不上调、说不上话，让党外人士感觉自己
像外人。严以律己，还要做到业务精通，
有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和本领。 统战工
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人情
味很浓，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加强学习、勤
于钻研问题， 全面掌握党的统一战线理
论和方针政策，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社
会、法律等各方面知识，做到眼界开阔、
广闻博学； 需要我们深入掌握统战工作
方式方法，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
关系，注重坐下来交流讨论，和风细雨讲
道理，不要劈头盖脸扣帽子，努力寻求最
大公约数； 需要我们求真务实、 敢于担
当、善于创新，真正成为统战工作的行家
里手，赢得党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同。

（作者系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胡四清 邓葵

舒丽莉

【判决结果】
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开车没

有直接撞到人就无需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最近，
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机动
车车轮碾压硬物伤到行人眼睛的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车主刘某被
判赔偿受害人易某各项经济损失
22万余元。

【案情回放】
2014年9月7日11时许，华容县

万庾镇刘某驾驶一辆小汽车进入华
容县城关镇一桥东路金属回收公司
院内时，其车前方行走的易某被车辆
挤压物飞溅击伤眼睛后倒地，后被送
医院治疗。事故发生时，事发路面为
水泥路面， 路边堆放有大量沙石。住
院期间，易某右眼被摘除。经鉴定，其
右眼外伤性穿透系被路过的机动车

辆碾压地面的坚硬物体 （如碎石类）
所致，属重伤二级，七级伤残。交通管
理部门认定： 此事故属交通意外。刘
某的小汽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
责任保险。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邓葵认为，易

某右眼损伤系刘某驾驶的小汽车碾
压地面硬物飞溅所致， 作为行人的
易某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76
条第一款（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
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
方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判令刘某
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赔偿易某
经济损失22万余元。

【温馨提示】
机动车驾驶人应时刻注意行

车安全 ，礼让行人 ，尤其是经过复
杂路面时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和相应的有效避让措施。

70后、80后、90后，他们不约而同完成救人的善举———

湖南3人同时捐造血干细胞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谈馨 罗旭斌

9月14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血液科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迎来了3位捐
献者，3台血细胞分离机同时工作，采集
造血干细胞挽救广州3位白血病患者的
生命。

据湖南省红十字会、 中华骨髓库湖
南分库何一平主任介绍，根据采集计划，
3位捐献者正好安排在同一天进行采
集。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常德的70后转业
军人陈毅（化名），最小的则是90后小伙
子张世杰（化名），还有一位是33岁的岳
阳护士杨芳（化名）。

当天下午，生命的“种子”采集完成，
由志愿者送往广州。

70后：
被注射的动员剂剂量，比

其他两位捐献者多一倍

已近不惑之年的陈毅身材魁梧，

1994年入伍， 是驻港部队战士。2005年
退伍复员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至
今。 他早就报名签订了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同意书。

由于肌肉结实，血管埋藏较深，医生
在他手臂上扎了6针才扎准血管。为了缓
解医生压力， 他笑呵呵地说：“没事，没
事。我的一点小痛，能给患者带来大大的
幸运。”

“接到配型的电话， 我还摆了个乌
龙。刚开始，我以为是搞推销的，一接电
话就回绝了。搞清楚对方身份后，我才答
应捐献。”陈毅有些不好意思，讲了一个
小插曲。

正因为身材魁梧， 陈毅被注射的
动员剂剂量达到300毫升， 比其他两
位捐献者多一倍。 全身的酸疼， 让他
夜不能寐 。“躺着也不是 ， 趴着也不
是。没办法，就抱着被子睡，跟鸵鸟一
样，头扎进枕头里，臀部撅着。能睡一
会儿是一会儿。”陈毅说话很风趣。他
的妻子是一名医生， 支持他捐献造血
干细胞。

80后：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前一

晚，她还在上夜班
杨芳是岳阳市岳化医院南院急诊

科的一名护士， 也是岳阳市第122例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来长沙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前一晚， 她还在上夜
班。

2014年3月31日， 杨芳值完夜班回
家，经过采血站，走进去献了血，还签订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同意书。 一年之
后，杨芳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

杨芳说：“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对
我来说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幸运
是因为与中500万元彩票大奖一样，机
遇很小； 幸福是因为能救人一命， 很值
得。”

对于捐献，杨芳的父母开始很担心，
但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杨芳多次向两
位老人解释，最终征得父母同意。捐献过
程中， 杨芳的丈夫和6岁的女儿全程陪
护，让杨芳感觉很温馨。

90后：
体重58公斤的他，捐献对

象是体重85公斤的患者
在株洲工作的90后小伙子张世杰，

未曾想过自己会从一名“宣传者”成为“捐
献者”。2010年， 正在湖南城市学院就读
的张世杰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骨髓捐献
活动，作为活动发起人之一，他率先签了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同意书。

张世杰救助的对象是一个体重85公
斤的白血病患者。由于对方体重较重，张
世杰需要注射动员剂，让造血干细胞“加
班加点”工作，从而采集更多的造血干细
胞。“打了动员剂后， 感觉全身上下每个
关节都很痛，但想到能救人一命，身上的
酸疼也是值得的。”张世杰的回答质朴真
诚。

出于对儿子的关心， 张世杰的父母
开始并不同意。“当时， 红十字会的工作
人员给我发来了成功捐献者的视频。通
过视频， 我的家人了解了捐献造血干细
胞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最后同意了。”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谈馨 罗旭斌

9月14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血液科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迎来了3位捐
献者，3台血细胞分离机同时工作，采集
造血干细胞挽救广州3位白血病患者的
生命。

据湖南省红十字会、 中华骨髓库湖
南分库何一平主任介绍，根据采集计划，
3位捐献者正好安排在同一天进行采
集。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常德的70后转业
军人陈毅（化名），最小的则是90后小伙
子张世杰（化名），还有一位是33岁的岳
阳护士杨芳（化名）。

当天下午，生命的“种子”采集完成，
由志愿者送往广州。

70后：
被注射的动员剂剂量，比

其他两位捐献者多一倍

已近不惑之年的陈毅身材魁梧，

1994年入伍， 是驻港部队战士。2005年
退伍复员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至
今。 他早就报名签订了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同意书。

由于肌肉结实，血管埋藏较深，医生
在他手臂上扎了6针才扎准血管。为了缓
解医生压力， 他笑呵呵地说：“没事，没
事。我的一点小痛，能给患者带来大大的
幸运。”

“接到配型的电话， 我还摆了个乌
龙。刚开始，我以为是搞推销的，一接电
话就回绝了。搞清楚对方身份后，我才答
应捐献。”陈毅有些不好意思，讲了一个
小插曲。

正因为身材魁梧， 陈毅被注射的
动员剂剂量达到300毫升， 比其他两
位捐献者多一倍。 全身的酸疼， 让他
夜不能寐 。“躺着也不是 ， 趴着也不
是。没办法，就抱着被子睡，跟鸵鸟一
样，头扎进枕头里，臀部撅着。能睡一
会儿是一会儿。”陈毅说话很风趣。他
的妻子是一名医生， 支持他捐献造血
干细胞。

80后：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前一

晚，她还在上夜班
杨芳是岳阳市岳化医院南院急诊

科的一名护士， 也是岳阳市第122例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来长沙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前一晚， 她还在上夜
班。

2014年3月31日， 杨芳值完夜班回
家，经过采血站，走进去献了血，还签订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同意书。 一年之
后，杨芳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

杨芳说：“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对
我来说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幸运
是因为与中500万元彩票大奖一样，机
遇很小； 幸福是因为能救人一命， 很值
得。”

对于捐献，杨芳的父母开始很担心，
但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杨芳多次向两
位老人解释，最终征得父母同意。捐献过
程中， 杨芳的丈夫和6岁的女儿全程陪
护，让杨芳感觉很温馨。

90后：
体重58公斤的他，捐献对

象是体重85公斤的患者
在株洲工作的90后小伙子张世杰，

未曾想过自己会从一名“宣传者”成为“捐
献者”。2010年， 正在湖南城市学院就读
的张世杰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骨髓捐献
活动，作为活动发起人之一，他率先签了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同意书。

张世杰救助的对象是一个体重85公
斤的白血病患者。由于对方体重较重，张
世杰需要注射动员剂，让造血干细胞“加
班加点”工作，从而采集更多的造血干细
胞。“打了动员剂后， 感觉全身上下每个
关节都很痛，但想到能救人一命，身上的
酸疼也是值得的。”张世杰的回答质朴真
诚。

出于对儿子的关心， 张世杰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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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临武县麦市镇坪山村， 志愿者来到抗战老兵肖全义家中， 为他庆祝96岁生
日。 今年， 该县采取多种形式， 为全县45名抗战老兵送去关爱。 陈卫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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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湖———

不枉一湖好水
不负如黛青山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车轮溅起硬物击伤行人眼睛———

车主担全责赔偿22万余元

三严三实笔谈 画好画大“同心圆”

（紧接1版①）梅雄同志牺牲后，
其家属在承受巨大悲痛之际将
梅雄身上功能完好的器官无偿
捐献给他人。 他舍己救人的英
雄壮举和家属无偿捐献器官的
感人事迹， 引起了各界强烈反
响。

丁海春指出， 梅雄同志是
忠实践行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宗旨的优秀战士， 充分展
示了海军官兵在强军目标引领
下铸就的优秀品质。 要以这次
大会为新起点， 进一步掀起向
梅雄同志学习的新高潮， 在举
旗铸魂中坚定信念、笃志不移，
在矢志打赢中不辱使命、 不负
重托，在践行宗旨中热爱人民、
服务人民， 在乐于奉献中崇德
向善、砥砺情操，把英雄模范舍
己救人的精神转化为推进部队

建设的强大动力。
张文雄说， 梅雄同志用自

己的模范行动和生命历程，生
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关键价值要素， 书写了当代
军人的绚丽青春和壮丽人生。
作为梅雄同志的家乡和成长的
地方， 湖南将带头学习英雄事
迹、崇尚英雄品德，广泛深入开
展向梅雄同志学习的活动，努
力把梅雄同志的英雄精神传承
下去，发扬光大。要以梅雄同志
为榜样， 用实际行动创造出无
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光辉
业绩， 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
篇章。

梅雄同志爱人周冰庆、海
军某部政委吴少强在会上发
言。命名大会前，军地领导看望
慰问了梅雄同志亲属。

海军追授梅雄
“舍己救人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上接1版②）
近一段时间来 ，永州零陵

区发生的一连串新鲜事让市
民们颇感舒心 ： 区委书记 、区
长公布的手机号竟然一打就
通 ；头天反映给夜巡干部的问
题第二天就解决好了 ； 区委 、
区政府不仅拆掉了机关大院
围墙 ， 还在院内建成有 160个
停车位的生态停车场 ，向社会
免 费 开 放 …… 这是永州开展
“提振精气神、为民敢担当”作风
建设主题活动带来的喜人转变。

“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依

靠人民、心系百姓，把人民群众
始终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以礼
敬人民、 感恩人民的责任和真
情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当谨记
省委书记徐守盛同志在全省践
行“三严三实”的好干部典型先
进事迹报告会上的这份深沉叮
嘱，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 不断做出让人
民群众满意、高兴的利民政绩。

真正做到与群众心贴心、情
相融， 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不
能战胜， 就没有什么艰难险阻
不能攻克。（执笔：尹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