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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周双政治·文教08

通讯员 刘新文 田祥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湘潭，伟人故里、红色圣地，地
处长株潭核心城市群， 是政治和经
济的“双重高地”。湘潭军分区作为
这一“双重高地”的军事机关，坚持
把学习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摆在突出位置， 用讲话精神引领
后备力量建设和武装工作创新发
展。

主官领学：
抓住单位建设的“领头雁”

“对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真学真用，面对进退去留，才能脚下
有根、心中有魂，不管到哪，都要保
持党员领导干部的本色作风。”前不
久， 湘潭军分区组织拟转业干部集
体谈话， 雨湖区人武部政委邓永洪
坚定表态。

“各级主官是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中的关键，是单位的‘领头
雁’， 学系列讲话应当先学一步、深
学一分。”军分区党委议教会上，“一
班人”达成共识。5月中下旬，军分区
开展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活动， 要求所属各团级单
位主官针对10个重点问题进行学习
研究， 撰写体会和交流材料。5月21
日晚上，记者在韶山市人武部看到，

已任正团职第5年的该人武部部长
龙科正在办公室撰写学习交流材
料。 他对记者说：“人武部虽然党员
干部少，但在理论学习上，我们始终
坚持主官带头。”

学习教育中， 湘潭军分区通过
教育引导、组织谈话等措施，引导主
官队伍始终保持撸起袖子干事业的
激情。湘潭县人武部政委胡轶飞是5
月初从空军部队交流到军分区系统
任职的， 上任不到一星期就参与组
织了民兵轻舟分队集训、 大学生征
兵宣传等多项工作， 工作日程排得
满满当当。

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主官。前不
久， 军分区组织新交流干部“非转
专”培训，确定转业的湘乡市人武部
政委王希明主动请缨， 为新交流干
部传经送宝。在主官的感召下，全区
12名拟转业干部铆在各自岗位上，
站好最后一班岗。

军地共学：
掌握党管武装的“金钥匙”

3月初，湘潭市组织市委中心组
第二次集中学习， 市委中心组成员
和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驻潭部
队近200名处（团）级以上干部齐聚
一堂，专题学习国家安全战略，为支
持军队改革统一思想认识。

军分区领导介绍， 他们针对军

分区部队寓军于民、 双重领导的实
际，建立起军地共学机制，联合市委
组织部， 不定期对军地领导特别是
党管武装双向兼职领导进行国防和
军队改革专题培训。

军分区系统“5+2”的职能定位
已确定， 作为牵引后备力量转型发
展的党管武装工作， 如何适应新体
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市委
议军会上，湘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指出：“学习贯彻好习近平主席系
列重要讲话的‘军事篇’，是我们筹
划加强党管武装工作， 推进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的必要思想理论武器。”

湘潭是兵员大市， 每年安置任
务很重。特别是这次“脖子以下”改
革，覆盖面广、牵涉人员多，军队“瘦
身”任务艰巨，地方“消化”担子也不
轻。湘潭市委、市政府达成共识：把
拥护支持改革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
主席国防和军队系列重要讲话的实
际举措，多次召开军民融合、军转安
置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议，解决民
兵综合训练基地改造、国防设施保护
等涉及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国
防教育等重难点问题10多个。

基层普学：
巩固武装工作的“最末端”

“专武干部是基层人民武装工

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肩负着确保
党对基层武装的绝对领导和动员民
兵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使命，
因而在政治素质上要有更高的标准
和要求。”这是湘潭军分区党委的共
识。

“以往有的干部往往把人武部
定位为武装工作的最基层， 理论学
习向专武干部延伸不够， 没有形成
闭合回路，导致学用脱节。”教育形
势分析会上， 该军分区领导一针见
血地指出。

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军分区、人武部和广大专
武干部找到了答案： 专武干部首要
的是强化政治意识，紧迫的是提高
履行新职能新使命的能力素质，军
分区、人武部要把“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活动、“维护核心、 听从指挥”
主题教育等大项教育向专武干部延
伸……

该军分区针对部分专武干部政
治理论根基浅、 政治素养不够强的
实际，采取集中学习、思想交流、典
型引导等方法， 把党对武装工作的
绝对领导， 作为教育的核心紧抓不
放，着力强化核心意识和军魂意识，
确保党对武装工作绝对领导的原则
和信念植根于广大专武干部思想之
中， 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可靠的
人手中。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余佳桂 朱静颖）5月30日
是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湘
脊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科学家
事迹展”今天在长沙地铁2号线袁家岭
地铁站里拉开帷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
官春云、 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卢光琇等展览图片上的科学
家，也来到了展览现场，和观众交流。

据悉，此次展览由省科协和省科
技厅联合推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
传我省31位科学家的事迹。他们中，
有“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院士， 也有为国家信息
产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计算机专家张
尧学院士，有为千万家庭送去福音的
生殖遗传学家卢光琇教授，也有扎根
基层默默奉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如万家丽高架桥快速通道的技术负
责人彭立、长沙地铁建设施工的核心
技术人员程永亮。

官春云院士在致辞中表示，这些
科技工作者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
了突出成绩，得到科技界和社会公众
的广泛认可，是全省科技工作者的杰
出代表。希望通过他们的事迹，激励
我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不惧艰辛、砥
砺前行，共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

据介绍，展览时间是5月25日至6
月8日， 每位科学家的宣传图片都附
一个二维码，观众通过扫描二维码可
以了解科学家的事迹和相关信息。另
外，省科协和省科技厅在黄花机场也
举办了湖南科学家事迹展，让他们的
故事能“飞天入地”。

在“三学”中锻造过硬部队
———湘潭军分区学习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5月25日，长沙市天心区高云星幼儿园，小朋友们表演花鼓戏《刘海砍樵》。
当天，该园开展“弘扬文化经典 浸润童心童趣”家园互动活动，小朋友们用特有
的活泼灵动和率真可爱演绎传统经典曲目，感受传统文化。 肖风华 摄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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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刘谦
通讯员 黄诗）5月25日晚7时30分，
京剧《辛追》作为第八届中国京剧艺
术节展演剧目在南京市文化艺术中
心剧场上演，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出将京腔京韵与湖南故事完美融合
的精彩演出。

据悉，《辛追》由湖南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联合湖南省艺术研究院共
同打造，汇集了黄维若、徐春兰、朱绍
玉、罗江涛等诸多戏剧界名家参与创
排。《辛追》 自创排起历经数次打磨，
而本次在南京上演的是该剧打磨后
的最新版本。在这一版的《辛追》中，
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造型、舞美设
计都经历了不同程度上的调整，整体
风格更趋精致、唯美。

京剧《辛追》主要以西汉初年，
长沙国生产恢复，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安定为背景，以辛追一生为主
线， 讲述了她一生的爱恨情仇，塑
造了一个聪明能干、坚强勇敢的湖
湘女子形象。 结合湖湘风俗民情，
力求以京剧的表演形式展现辛追
夫人所处地域和时代的历史风貌。
为适应剧情需要，剧中部分演员的
念白使用了湖南方言，具有浓郁的

湖南特色，而马王堆汉墓中著名的
素纱禅衣、T型帛画等也有不同程
度的体现，可谓是一部集京剧艺术
与湖南地方特色于一体的新编历

史京剧。
在演员的选择上，京剧《辛追》

启用了张璇、彭麟钧、肖彬等一批青
年演员担纲主演。他们功底扎实，扮

相靓丽， 且在把握人物性格和角色
特点上颇有心得， 在本剧厚重的历
史文化和湖湘精神的主题中注入了
难得的青春气息。

京剧《辛追》南京精彩亮相
京腔京韵讲述湖南故事

乘地铁坐飞机，读科学家故事

� � � � 5月25日晚，参加中国京剧艺术节的新编京剧《辛追》在南京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刘谦 摄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庆如 曾世丰 ）昨天，中国
服装（中南）校服研发中心揭牌仪式
暨全国工业设计与校服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在益阳举行，业内专家学者汇
聚一堂，交流工业设计及校服产业发
展新情况、新理念。

论坛由省经信委和益阳市政府
共同主办，旨
在推动工业设
计在服装纺织
产业转型升级
中发挥积极作
用。 校服产业
是纺织产业中
的一个重要子
产业， 近年来
发展很快 。据
统计， 我省校
服市场规模约
50亿元， 益阳
市校服产业在
全省处于领先
水平。

校服质量关系学生健康成长，其
式样影响学生形象和气质养成。论坛
上，中国服装协会副秘书长杨晓东博
士等多位专家，就工业设计与校服产
业关联推动等做了主题演讲。益阳市
相关领导表示，将大力优化工业设计
发展环境，加快推动设计产业向高端
综合设计服务转变。

“工业设计与校服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