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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亚静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周云武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出发的理由。
从长沙一路向东， 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

上空，秋收起义的誓言穿越近一个世纪，震耳
仿如昨日，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不朽诗篇在这条见
证现代中国史的先驱之河中几番沉浮， 翻开
了新的一页。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
有什么意义呢？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

自今年始，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

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 虽润物无声， 却深入灵
魂———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把合格的标尺立
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用行动大写
信仰的力量。

将目光拉回到长沙这片红色土地。 不到
一年的时间， 在历史的表盘上只是一个小小
的刻度，却因为一点一滴的精彩收获，让这个
小小的刻度浸润了时代的温度， 有了沉甸甸
的厚度。

学：榜样是最好的说服
“请李医生往上坐，请你先讲。 ”11月29

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讨
论时， 请来了前不久央视报道的深夜敲门救
人的市四医院好医生李良义。市委书记“让贤
先讲”的举动，是长沙“两学一做”坚持放大榜
样效应的一个缩影。

书记、市长带头进村部讲党课，这本身就
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以身作则、深学
一层” 的榜样。 今年以来,长沙市各级党组织
书记讲党课达1.1万多场次，42.8万名党员、
1.6万个基层党组织全部参与其中， 党旗猎
猎，高高飘扬。

（下转2版）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黄振 陈再兴）“行业扶贫的政策来得太
及时啦！ 县水务局把饮水工程项目主动送上
门，马上快竣工了，将解决我村1060人饮水
问题。 ”今天，平江县石牛寨镇积谷村党支书
罗卫中告诉记者。

目前，平江县还有191个贫困村，今年，县
委县政府背水一战，探索实施行业扶贫，出台
行业扶贫规划方案，整合县直职能单位力量，
集中涉农资金优先投向贫困村。 该县成立了
基层组织与公共服务工作组、 产业发展工作
组等13个行业扶贫工作组， 共涉及44个县直
部门和单位，出台具体帮扶措施200多项，涵

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政策兜底、教育
扶贫、医疗保障等方面，让扶贫“滴灌式”落地
到村、明确到户、精准到人。

该县实行最严督查考核问责机制， 行业
单位“一把手”与县委县政府签责任状；县脱
贫攻坚督查考核问责组对所有扶贫组成员单
位实行每月一督查、每季一排队，并将督查结
果纳入全县年度综合绩效考核， 对不合格单
位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并启动问责。

金融扶贫组雪中送炭，今年已向贫困户发
放小额贷款1.5亿元，同比翻了7番；争取国开行
“镇带村”项目贷款12亿元，惠及101个贫困村8
万多贫困对象。 旅游扶贫组实施“旅游+”计划，

整合资金2亿元，建设10个特色旅游中心镇、40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10个乡村客栈， 已帮助
12000余名贫困农民就业。 培训就业组授人以
渔，将400余名深度贫困户送至长沙、岳阳等地
专门学习挖机、厨艺等技术，有效拓宽了贫困户
就业门路。县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县受益
于行业扶贫中饲养土鸡的贫困户达2246户，预
计今年实现户均增收可达1500元以上。

平江行业扶贫正按计划精准推进， 至目
前已启动贫困村安全饮水项目36个， 完成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项目56个， 组建贫困村扶贫
专业合作社136个。预计今年可实现42个贫困
村退出，40429人脱贫。

湖南日报评论员

信息裂变、 价值多元、 新生代成长、 新
媒体崛起，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面对这些
时代变化？

近些年，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探索中前
进 、 在改进中加强 ， 主课堂主阵地纯正厚
重， 小活动小实践丰富多彩。 但也要看到，
短板差距仍然存在： 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
够， 学生关注的不能及时解答； 对新手段新
方法掌握不多， 学生喜爱的不能有效使用，
有人甚至调侃一些思想政治课 “学生不来
神、 教师提不起神”。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大学教育的基石。 梅
贻琦先生在 《大学一解 》 中曾形象地比喻
说： “学校犹水也， 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
游泳也， 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 其濡染观摩之效， 自不求而至，
不为而成。” “从游” 关系是大学师生关系
的实质。 做好当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同样
要求老师要到学生中去， 围绕学生、 关注学

生、 服务学生， 否则何以 “从游”？
“学高为师 ， 身正为范 ”。 “好老师 ”

一定拥有令学生仰慕的专业知识和人生阅
历， 有能力将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地 “钉” 在
课堂上； 他们会放下身段和学生打成一片，
善于尊重差异、 包容学生。 谁都有这样的经
历： 老师一个肯定的微笑， 一句用心良苦的
鼓励， 便能激发出学生的 “洪荒之力”。

眼下， 互联网正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巨
大推力，同时也是变革教学模式、手段的一大
契机。 现在高校学生大多是“95后”，他们是网
络空间的“原住民”和“生力军”。 与过去一代
相比，高校学生个性更鲜明、思想更活跃、知
识结构更立体。 “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
了青年。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主动
把思想政治课搬到互联网上。

这些年来， 湖南的一些高校掀起了一场
“互联网+教育 ” 的 “新风暴 ” ———慕课盛
行， 学校任你挑， 老师任你选， 倒逼老师积
极推进思维、 指导方式、 手段创新； “翻转
课堂”、 “弹幕教学” 把传统的学习过程翻

转过来， 课堂变成师生互动的场所， 让人大
开眼界； 数据化管理， 学生的特点、 弱点都
被大数据快速捕捉、 分析， 老师借此精准教
学； 课堂 “游戏化”， 不同的知识点融入游
戏， 闯关、 协作、 互动， “玩着玩着” 就把
该传授的知识讲解到位了…… “谁掌握了网
络， 谁就能拥有未来”。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 需要老师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
起来，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智者顺时而谋， 愚者逆理而动。 柳宗元
笔下有位郭橐驼， 他所种或移植的树木 “无
不活 、 且硕茂 、 早实以蕃 ” ， 诀窍就在于
“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 树人好比树
木 。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 推进改革创
新， 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遵循思
想政治工作规律， 遵循教书育人规律， 遵循
学生成长规律， 沿用好办法， 改进老办法，
探索新办法 ， 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贴近青
年， 润物无声地给学生以人生启迪、 智慧光
芒、 精神力量。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 该厅委托省建筑设
计院编制的《湖南省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十三
五”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正式印发，涉及
全省29个设市城市的一大批城市交通项目，
规划期限为2016年至2020年。

《规划》指出，将全省29个设市城市分为
枢纽Ⅰ级城市、 枢纽Ⅱ级城市、 枢纽Ⅲ级城
市、节点城市4个层级，在交通设施建设、枢纽
建设、 公共交通及具体发展指标等各方面对
各层级城市进行分级指引， 以实现科学引导
城市交通设施分级分类建设。

其中，枢纽Ⅰ级城市为长沙，优先保证加
快轨道交通、BRT系统的建设，加大公共交通
系统建设力度，确立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重

点打造2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 即黄花机
场、长沙火车站。

枢纽Ⅱ级城市包括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怀化、郴州、常德、张家界和娄底。 加快快
速公交系统和公共汽电车专用道建设， 优化
公共汽电车和大容量公共交通网络结构，完
善公交接驳系统建设， 有条件的城市适度发
展轨道交通。

枢纽Ⅲ级城市包括邵阳、益阳、永州和吉
首。适量规划BRT系统与公共汽电车专用道，
有条件的可结合城市职能、 规模及发展实力
适当发展轨道交通，提高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适当发展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公交车， 有条件
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建设绿道， 并以试点
方式开展自行车租赁。 （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肖坤林)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 从省、
市、县三级抽调700多名干部，分成14个验收考
核组，集中半个月时间，深入14个市州、123个
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县市区，开展2016年度贫困
退出验收核查和脱贫攻坚成效实地考核。 截至
12月13日，14个验收考核组已全部进驻相关县
市区开展验收考核工作。

今年，是我省贫困退出机制建立以后对贫
困人口脱贫和贫困村退出进行验收核查第一
年。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明确了贫困人口脱
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的统一验收标准。

贫困人口脱贫验收， 以户为单位， 按照
“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执行。“一超

过”，即家庭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
家现行扶贫标准（按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元的不变价，2016年初定为3026元）。
“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基
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

贫困村退出验收，按照“两个确保、两个
完善”标准执行。“两个确保”，即确保贫困发
生率降至2%以下，确保村集体经济收入（不
包括转移支付收入） 退出当年达到4万元以
上。“两个完善”，即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公共
服务基本完善。

贫困县摘帽验收，按照“一降低、一高出、
一达标”标准执行。“一降低”指摘帽县贫困发
生率降至2%以下； （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周帙恒）今
天，省政协主席李微微深入邵阳县，调研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她强调，要进一步推动
扶贫政策措施落细、落准、落实，真正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使贫困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新华参加调
研。

家住小溪市乡三联村的孤儿罗家宝是李
微微“三个一”扶贫行动结对帮扶对象，今年7
月， 李微微曾前来看望罗家宝和他91岁的奶
奶。 5个月不见，罗家宝一家两口居住的木屋已
经得到加固，家门口的道路也进行了硬化，得知
正在读四年级的罗家宝学习成绩有所进步，李
微微欣慰地搂着他， 鼓励他继续努力学习，照
顾好奶奶，并为一家人送上书籍、冬衣等慰问
品。 致贫原因有哪些，扶贫政策是否都得到落
实，有没有做到应保尽保，李微微详细询问政
策实施情况和村里贫困户的脱贫进展，她强调
要找准症结，用好用活用足各项政策，细化工
作措施，全力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白仓镇塘代村是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帮扶
工作点，在相关企业、当地扶贫等部门的支持
下，塘代村红薯粉加工厂、希望生态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和光伏发电项目， 通过带动周边贫
困户参与种养殖或入股， 帮助贫困群众摘掉
贫困帽子。李微微深入各产业扶贫项目，了解
项目进展、资金来源、效益和分红等情况。“持

续增收， 彻底脱贫， 稳定脱贫， 还是要靠产
业。”李微微对当地坚持产业扶贫的路子给予
充分肯定，她说，产业扶贫要通过政府创造环
境、企业创造价值，以符合当地老百姓意愿和
生产生活习惯的产业项目， 让贫困群众尽早
实现脱贫致富。

在座谈会上，李微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指示精
神， 进一步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牢固树立
抓脱贫就是抓发展的理念， 通过脱贫攻坚推
动各项工作上水平。要做到精准施策、精准发
力，把各项扶贫措施、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众的
困难需求、发展潜力更好地对接起来，使贫困
群众的生产有实实在在的发展， 生活有实实
在在的改善。

李微微要求，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把扶
贫对象、扶贫主体、扶贫路径、扶贫措施搞精
准，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中央和
省市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更加精细、
精确、精准地落实。脱贫攻坚是全社会共同责
任，要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全社会共推
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要进一步提振精神状
态，以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的使命感、群众不富
寝食难安的责任感、 小康不实现誓不罢休的
紧迫感，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输不起的攻
坚战。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赵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心思想就是要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12月
13日，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云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都在思考‘怎
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这次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再次重视‘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这才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解决好这个
问题，其他问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

黄云清说， 总书记讲话全面阐述了教育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根本地位、高
等教育在提升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中的
基础作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高
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主体责任作
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不仅为深化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改革、 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提
供了行动指南， 也为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办好中国特色
大学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下转3版③）

信仰 致敬
———长沙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纪实

平江行业扶贫“滴灌”到户
13个工作组出台帮扶措施200多项，预计今年实现4万多人脱贫

到学生中去，到网络上去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12月14日上午8时，长沙-湘潭C6969次列车抵达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站。 当天，长株潭城际铁路开始试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城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出炉
对29个设市城市分为4个层级，鼓励发展轨道交通、BRT系统

贫困退出验收标准统一
实地验收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

14个验收考核组已全部进驻相关县市区

李微微在邵阳调研时强调
进一步推动扶贫政策措施

落细落准落实

把“要讲的”和学生“喜欢听的”
结合起来

———访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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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争创双一流
———高校党委书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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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经得起检验的脱贫成效

日俄峰会盘算多 安倍押宝难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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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夯实“天下粮仓”

迈步新征程 建设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