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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扩大党报党刊发行
覆盖面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廖声田）11月11日，张家
界市召开2016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张家界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余怀民在会上强调，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努力扩大党报党刊的
发行覆盖范围，不折不扣完成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张家界市已下发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通知， 明确了
《人民日报》、 《湖南日报》 等党报党刊的订阅范围， 实现
党报党刊覆盖部门、 科室、 车间和各级党组织， 特别是人
员流动较大场所， 必须摆放一定数量党报党刊供阅； 对自
费订阅、 公费订阅和党费订阅作出明确规定， 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费订阅党报党刊， 县处级以下干部提倡

“私订公助” 形式订阅党报党刊； 创新发行模式， 探索通
过新兴传播渠道扩大覆盖面， 大力推进党报党刊进报刊零
售亭工作。

会议指出， 发行好 《湖南日报》 等党报党刊， 对全面
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提质张家界， 打造升级版” 战略，
建设国际化山水型生态旅游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
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执行党报党刊发行相关规
定， 扩大发行覆盖范围， 确保发行数量持续稳定增长。

会上还要求， 各级各部门在确保提前完成党报党刊发
行任务的同时， 还要切实做好“新湖南” 下载和推广工
作， 以此为平台， 借助党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利用移动
互联网无界和跨界的优势， 助力张家界， 向全世界展示旅
游胜地新形象。

华容县:
党报党刊费用
纳入财政预算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新一年度的党报党刊征订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每到这一时
段， 各个宣传部门都厉兵秣马， 把这一工作当作一场“攻
坚战” 来打响。 11月上旬， 记者见到华容县委常委、 宣传
部部长杨景时，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她告诉记者： “我们
已提前做好工作， 128个单位党报党刊征订费用在年初已
纳入财政预算， 到时财政部门一笔划转即可， 完成目标任
务肯定没问题！”

以往每到党报党刊发行季， 该县宣传部门要抽调20
多人,组成4个小组， 租用4台工作用车， 连续工作2个多月
的时间， 才能最终完成任务。 这样既费时费力， 又增加费
用开支， 每年党报党刊征订的工作经费开支就达到近5万
元。 既然党报党刊征订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而且必须不折
不扣地完成， 为什么不能化繁为简呢？ 该县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 创新性地推出了将这一费用纳入年度财
政预算。 这样既免除了宣传部门的跑路之苦， 又节省了工
作经费的支出， 同时使这一工作目标的完成有了更加坚实
的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在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 有一处
“风景”格外美丽动人。

“风景”不是山川，而是一对母女。
两年前，火场土家族乡下寨村小学

一间简陋的教室里，35岁的母亲符瑗
桃每天搬一张凳子， 坐在女儿身边，陪
读5节课，背进背出，背来背回。

女儿名叫彭海欣，今年9岁，先天性
脑瘫，不能走路，说话费力，可她坚持要
读书。

“妈妈当你一辈子手脚！”上学第一
天，符瑗桃淌着热泪，坚定地告诉女儿。
她和丈夫商定， 一边赚钱给女儿治疗，
一边圆女儿人生梦。

11月11日， 在火场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间教工房里，记者见到了这对母女。

小海欣坐在椅子上，穿一身粉色运
动服，短发齐耳，眼睛忽闪，表情正常，
看不出是个残疾人。只有当她翻看面前
画册，或玩弄手机游戏《开心消消乐》时
才会发现，她的手指不听使唤，需要下
腭帮忙，动作特别费劲。

“读书可以考大学，可以赚钱，给爸

爸妈妈买房子。”问到读书为什么，小海
欣偏着头，边想边回答，一字一句透着
感恩。

符瑗桃说，海欣有个姐姐，也在读
书，家里开支全靠丈夫在外打工。 这些
年，只要手头有点结余，他们就带着女
儿外出治疗，去过长沙、张家界、北京等
地，花费了30多万元。

一开始，海欣连奶瓶嘴
都咬不住，坐也坐不稳。 符
瑗桃夫妻俩不弃不离，想尽
办法， 给她创造康复机会。
如今海欣不仅能说话、能动
手， 而且能灵活使用脑子，
坐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

海欣乐观坚强。 为训练
起立走路，经常摔得鼻青脸
肿，但她从不喊痛。 去年到
乡里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
她怕影响同学，不让妈妈陪
读，只在课间让妈妈背她上
厕所。

今年10月， 开校运会，
海欣无法参加，可坚持让妈
妈把她送到运动场旁边椅
子上， 为同学们鼓劲加油。

她写字困难，歪歪扭扭，但从不落作业，
不缺席考试。

“这孩子身上有一股很强的精神，
也许对她来说只是一种本能，却无意中
感染了身边人。 从她身上，许多人看到
了生命的力量。”符瑗桃说，这辈子再苦
再累，也要当好女儿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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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妈妈当你一辈子手脚”

11 月 14 日
晚， 长沙市开福
区 金 泰 路 一 书
摊， “正版畅销
书 15元/斤 ” 的
招牌很是醒目 ，
旁边摆放着一台
电子秤。 书摊经
营者介绍， 随着
知识传播途径 、
阅 读 方 式 的 改
变， 不少年轻人
难以静下心来阅
读纸质书了， 导
致一些不错的书
刊难以销售。

赵延智 摄

书籍论斤卖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裴
道明）根据中央办公厅、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的通知精神，湘潭市近日迅速行动，
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湘潭市要求，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一
把手”和班子成员都要做到带头学习、带头遵循、
带头履行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要围绕学习贯彻
《准则》和《条例》存在的认识偏差、行动迟缓的问
题，围绕为官不为、等待观望等不严不实的问题，
围绕有所反复的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等
“四风”问题，围绕收受红包礼金、“雁过拔毛”式腐
败等突出问题， 要组织班子成员逐一自查自纠，
立行立改，专项整治，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 同时
要做到与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相结合、
与推进中心工作相结合、与落实省委巡视组意见
建议整改措施相结合、与完成年度工作目标相结
合。

为此，湘潭市将开展读《准则》《条例》原文
的活动、编辑学习辅导手册、组织广泛宣传、开
辟学习专栏、挖掘弘扬传统的家规家训。市里将
征集湘潭传统家规家训，编撰《湘潭名人家规家
训》丛书，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传承，自觉带头梳
理良好家风。

切实把纪律
挺在前面

湘潭学习贯彻《准则》《条例》
有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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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逃14年终被捕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盘佳）今天，记者从祁阳县公安局获悉，潜
逃14年之久的命案在逃人员冯某日前被抓获归
案。

2001年3月24日凌晨， 祁阳县进宝塘镇佑
兴村犯罪嫌疑人冯某， 手持钢筋将本村村民冯
某某打死。作案后，冯某畏罪外逃。他先后逃往
广东、甘肃、新疆等地，隐姓埋名打工为生。今年
5月，他潜回永州，在冷水滩区捡废品为生。10
月8日， 冷水滩区公安分局民警在巡逻盘查中，
发现一男子形迹可疑，经核实，确认可疑人员为
祁阳县警方一直在追逃的犯罪嫌疑人冯某。

冯某交代，他与死者冯某某是同村村民，因
农田过水和两人共有财产分配不明等原因，关
系一直不好。 后冯某又怀疑妻子与冯某某有不
正当关系，顿起杀机，用钢筋将冯某某杀死后，
抛尸废弃矿井。

李维汉对自己的错误和历史的教训
从不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而是一直铭记
在心，并时时提起，给大家敲响警钟，树立
了榜样。

1927年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开始
蔓延和扩展。此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维汉
在《回忆与研究》中坦承：“我写这篇回忆
录，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
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
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
主要成员之一。 ”

1929年11月， 李维汉担任中共江苏
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执行了李立
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回顾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时，
李维汉说：“我在江苏工作的这两年多时
间，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还因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 ”
李维汉不仅勇于自我批评，而且对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冤假错案敢于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自己应负
的责任，敢于仗义执言，竭尽全力为蒙冤
者平反昭雪。如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发生
的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维汉在回顾中央苏区时期反“罗明路
线”的错误时说：“我错误地认为王明错误路
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
罗明路线’斗争的。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
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
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
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
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 这
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 ”

李维汉对自己在中央研究院和陕甘

宁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参加审干和“抢救”
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非常重视，只要
发现错误，总是立即纠正，并主动承担自
己应负的责任，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
歉。

1942年9月12日，李维汉到陕甘宁边
区政府任职。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开
展起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学习
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
救失足者”运动。 李维汉是总学习委员会
成员，并主持日常工作，是边区政府系统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当然负主要责任。 李维汉知错即改，坚决
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积极进行甄别工作。 从1943年12月开始，
到1944年4、5月就基本结束了。 通过复查
和甄别， 李维汉承认这次“抢救运动”结
果：“多数是无问题错‘抢(救)’的”。

1945年10月9日，在边区政府干部大
会上，李维汉公开回顾了自己在审干中走
‘之’ 字路即从开头的比较谨慎到逐渐急
躁最后复归谨慎的全部过程。检讨了自己
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
道歉赔不是。

大会之后，李维汉还个别地向在运动
中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6年，李
维汉去晋西北时，曾委托参加土改的同志
带口信给一个同志：在1943年“抢救大会”
上把他逮捕送保安处是错误的，我对他不
住，向他道歉。 李维汉对自己在政治运动
中曾经伤害过的同志始终心怀愧疚，直到
1981年初，他又委托别人征求一位同志对
1943年错误地“抢救”他这件事的意见，并
向他表示歉意。

（通讯员 朱习文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党史撷英·严与实

李维汉：勇于反思，勇于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