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评论员

现实生活中， 一些不正之
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很多都
能从“从政陋习”中找到原因。
比如，有的地方“人情风”泛滥，
送“红包”、搞宴请就会大行其
道； 有的地方把以权谋私当作
本事，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就会
不断涌现；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
没有章法，歪门邪道、旁门左道
就会蔓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就会滋长。

有病不怕， 怕的是讳疾忌
医；有陋习不怕，怕的是对陋习
视而不见，或热衷于这种“潜规
则”。 就拿喝酒来说，“酒虽好，
可不能贪杯”，有的党员干部喜
欢在酒桌子上谈事， 兴致一上
便是三杯五杯下肚，为了“革命
情谊”要喝，为了“工作开展”要
喝，为了“办事方便”也要喝，喝
酒纵酒成了“潜规则”。中央纪
委强调， 纪检监察干部工作期
间到哪里都不能碰酒。最近，省
纪委要求委厅机关干部， 都不
喝酒了， 给全省党员干部作个
榜样。正人先正己，纪检监察机
关率先从自身抓起。

再比如， 党政机关的部分
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 宗派主

义、“江湖习气” 等不良风气的
影响，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
俗化， 有的称领导为 “老板”、
“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
“兄弟”等。这些陋习，破坏党内
民主，损害公仆形象，是与党的
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
称的，必须摒弃。

纠正“四风”，革除陋习，是
具体的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
无论是八项规定， 还是六条禁
令；无论是治理舌尖上的浪费，
还是治理公车腐败； 无论是抓
公款送月饼， 还是抓公款送节
礼；无论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还是《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招
招规范从政行为，剑剑指向“四
风”陋习。

“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
成也。”个别人的陋习 ，影响的
是一小片；一个地方的陋习，影
响的是一大片。 在陋习中呆久
了，往往人会变得麻木，见怪不
怪、习以为常。久而久之，警觉
丧失， 正气消退，“如入鲍鱼之
肆，久而不闻其臭”。因此，营造
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 对于打
破陈规陋习、立起新风新尚、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周勇军 尹超）
9月27日下午，一个直径达8.88米、重2800多公
斤、上面刻有唐诗《秋词》的“巨型月饼”，在常
德市柳叶湖度假区白鹤镇惊艳亮相，并被上海
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定为“世界最大诗词月
饼”，成为常德继“世界上最长的诗词碑刻永久
性艺术墙”之后，产生的又一“世界之最”。

“巨型月饼”由9400个重125克小型月饼、

520个重500克中型月饼及8个直径1.2米、高
14厘米的大型月饼， 共3种规格9928个月饼
组成， 每个月饼上刻有唐代诗人刘禹锡任朗
州（常德古称朗州）司马时所作《秋词》。这些
月饼的口味有水果味、牛奶味、五仁味，也有
莲蓉味、紫薯味、南瓜味，还有由彩色月饼拼
成的“桃花”。

“巨型月饼”是由柳叶湖管委会联手常德

共和酒店制作而成的。为此，酒店临时抽调50
多位厨师，经过反复画图测量、精确计算及工
艺创新，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才制作完成。

颁发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世界最大诗词
月饼”证书后，50多位厨师及100多名服务人
员将“巨型月饼”切成小份，供上万市民品尝。
一些市民高兴地说，吃月饼还能赏诗词，真韵
味！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登魁） 洞庭
湖区的低洼田，由于推广“稻虾
共生” 模式， 既保障了“米袋
子”， 又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9月26日，记者在南洞庭腹
地沅江见识了“稻虾共生”带给
农民的喜悦。

洞庭之滨，黄稻飘香。田边
水沟里， 隐藏着一般人不知晓
的“秘密”：小龙虾。在沅江市草
尾镇立新村， 农民邓金才站在
田埂上， 伸手从水沟的泥巴洞
里一掏， 就摸出了活蹦乱跳的
小龙虾。

立新村是湖南省农技推广
总站直接指导的“粳稻＋小龙
虾”示范点。伴随粳稻的生长，
小龙虾多数时间在田里活动，
吃草和虫，水稻无需打药。稻穗

黄了，干田放水，小龙虾自然流
入专门开挖的虾沟， 可随时捕
捞上市。

农民钟少文的“稻虾共生”
示范田已达到100亩。 据他算
账，一亩粳稻单产800公斤，按
市场价每担150元， 水稻毛收
入2400元；套养的小龙虾亩产
150公斤，按每公斤40元计算，
毛收入6000元。“虾和稻加起
来，每亩纯收入8000元。”

今年，洞庭湖区的“稻虾共
生”总面积突破10万亩，主要
分布在南县、沅江、大通湖、临
湘等县（市区）。省农技推广总
站站长姚正昌介绍， 沅江市草
尾镇是示范区，“稻虾共生”种
养水平高。从湖区大面积来看，
每亩稻田套养的小龙虾， 增收
不低于3000元。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
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
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的重要讲
话，强调国际社会要以2015年后发展议
程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
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
同发展。中国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
断向前。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在联合国成
立70周年之际， 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
共商发展大计，具有重要意义。对各国人
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
尊严和权利。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 要解决好各种全
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
发展。

习近平强调， 本次峰会通过的
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为全球发展描绘

了新愿景，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
遇。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
会更加均等。在同一目标下，各国应该
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
言权，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
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
果惠及各方。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 实现共商、共
建、共享。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展，让
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要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我们要促进创新的发展，让发展潜
力充分释放。 各国要以改革创新激发
发展潜力，增强增长动力，培育新的核
心竞争力。

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共同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努力实现
合作共赢。 国际社会要增强各国发展能
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要改

善国际发展环境，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以
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国际金
融机构要加快治理改革， 多边开发机构
要增加发展资源。要优化发展伙伴关系，
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 深化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要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加
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区域组织要加快
一体化进程， 通过域内优势互补提升整
体竞争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
年，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 贫困人口减
少了4.39亿，在教育、卫生、妇女等领域
取得显著成就。60多年来， 中国积极参
与国际发展合作， 共向166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
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面向未来，中国
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
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
作出努力。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
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
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
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 力争
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将免除对
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
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中国将设立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同各国一道研究和
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
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
求。中国也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
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中国郑重承诺
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
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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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纠正干部“从政陋习”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文
化厅获悉，“十一” 长假期间，
“雅韵三湘·艺苑金秋” 高雅艺
术展示月开锣， 省会长沙天天
有演出，包括湘剧、京剧、花鼓
戏等各种艺术类型。所有演出，
均采取低票价运作。

此外， 国庆长假期间，“湖
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继续
在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
出，观众可一次欣赏到“罍王”、
“铙王”、“瓿王” 等大批古代青
铜艺术精品；2015年“欢乐潇
湘”群众美术、书画、摄影决赛
将在省展览馆展出。

具体演出安排如下：
9月30日晚，“中国梦”中

国优秀作曲家作品音乐会，演
出单位：湖南交响乐团，地点：
湖南音乐厅；

9月30日晚，民乐《国韵湘
音———大型国乐诗画》，演出单
位：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地点：湖南大剧院；

10月1日晚，湘剧《月亮粑
粑》，演出单位：湖南省湘剧院，

地点：湘江剧场；
10月2日晚，京剧《京腔京

韵晚会》，演出单位：湖南省京
剧保护传承中心，地点：湘京
苑；

10月3日晚， 大型综合晚
会“大美潇湘”，演出单位：湖南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地
点：花鼓大舞台；

10月3日晚、4日晚， 多媒
体杂技魔幻晚会《芙蓉国里》，
演出单位：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
院有限责任公司，地点：芙蓉国
剧场；

10月5日、6日、7日， 话剧
《绿野仙踪》，演出单位：湖南省
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地点：湖
南大剧院A厅；

10月5日 、6日 ， 木偶戏
《木偶嘉年华》，演出单位：湖
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地点：该中心非遗展演
剧场；

10月7日，花鼓戏《我叫马
翠花》，演出单位：湖南省花鼓
戏保护传承中心，地点：花鼓大
舞台剧场。

“十一”长假看戏去
长沙每天都有惠民演出

稻田“蹦”出小龙虾
洞庭湖区推广“稻虾共生”10万亩，

大面积每亩增收3000元

图为获得大世界基尼斯纪录的最大诗词月饼。 潘敬林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刘文韬

（一）今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时
隔9年再次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上深刻指出，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
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
量问题。 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
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
公约数，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二）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
众智，则无畏于圣人。

何谓“最大公约数”？这一数学词汇，
在中国梦的征程上应该有这样的表达：那
就是，一切可以拿来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
加瓦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微小的支
撑，更是长久的发力。

9年来， 湖南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坚持服务大局的理念、以
人为本的理念和敢于创新的理念， 构建
大统战格局，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
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的
湖南篇章，提供了广泛的力量支持。

（三）2014年6月4日， 在全国政协
“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工作”双周协商
座谈上， 一个来自湖南的声音引发了热
烈关注。

2页稿纸，5分钟发言， 农工党湖南
省委副主委、 中南大学副校长张灼华用
了近100天的时间调研。

“包虫病”，有“虫癌”之称，是一种人
兽共患寄生虫病， 主要分布在西部农牧
区，死亡率高达92%，全国受威胁人口达
5000万。

张灼华自费深入宁夏、青海等地，采
集了20多份包虫病人的血样，最终从遗
传医学角度入手找到了突破口， 早期诊

断的成功率在90%以上。他的《关于研发
“快速、无创包虫病早期精准基因组诊断
技术”的建议》，获得了全国政协的高度
重视，被写进此次双周协商的纪要里。

作为统一思想、 增进共识、 协调关
系、汇聚力量的协商平台，湖南于今年3
月启动并定期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目
前已达12次，成为各民主党派省委和无
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的生动写照。

（下转2版）

凝聚最大公约数
———写在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导读

古风古韵慰乡愁
———走进永州古村落

■今日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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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致力于
提高群众获得感 11版

有一种感动
叫“队长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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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晚，
一轮美丽的中秋
圆月悬挂在长沙
市上空 （两次曝
光）。 今年的中秋
依然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 最圆
月亮将出现在9月
28日10时51分。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李健 摄

2015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特刊对话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秦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