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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飞

某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近日
向人民日报反映， 他们县从去年11
月份到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填表。各
类登记表、调查表、信息采集表、帮
扶卡、扶贫手册、整改台账……他
说，为打印资料，他们村已经用坏了
3台打印机。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也难在
“精准”。精准了解情况、精准提出对
策、精准推动工作，使得贫困地区找
准工作着力点， 采取具有针对性的
政策举措， 就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在实践中，表格化地认识贫困户
的情况，弄清楚每家每户的状态，确
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也是实现“精
准”脱贫的重要一环。扶贫推进的前
期摸底阶段， 很多基层干部都用这
种方式来了解情况。

但是，要真正推动脱贫，仅有
“表格精准”显然是不够的。表格中
的数字也好，内容也好，都只能侧
面反映工作一定的情况。填表统计
的最终目的， 在于服务脱贫攻坚。
一些地区市县标准不同，省里模板
有变，要求重新算账、重新填表、重
新上报，无疑是种折腾。这些地方

深陷“精准填表”的泥潭，不仅会耗
费大量人力、财力，让参与扶贫的
干部疲于应付， 还会助长形式主
义，分散扶贫精力，导致虚浮作风，
甚至可能侵蚀扶贫成果。 如此一
来， 无疑就偏离了脱贫攻坚的本
意，损害群众的利益。

事实上，针对部分地区在脱贫
攻坚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国务
院扶贫办早在去年10月25日就已
发出通知，要求“统筹规划设计，减
少不必要的检查评估、 填表报数、
挂图标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
强对脱贫攻坚信息管理，减少纸质

表册；严禁以迎接视察检查为目的
制作高档大型展板、作战图、画册
等”。这一对症下药，切中了“填表
式”扶贫的要害。

确保我国贫困人口到2020年
如期脱贫,时间紧、任务重，容不得
任何花架子、 假把式。“填表式”扶
贫绝非一段“黑色幽默”，不能一笑
而过， 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引
以为戒。加强统筹安排，统一标准，
减轻基层不必要的负担，让党员干
部把贫困户的情况精准地记在心
上，把具体的政策措施精准地运用
好、落实好，方能巩固好脱贫成果。

戴先任

近日， 宁夏中卫市的一则通知在网
上刷屏。通知指出，中考、高考期间，考生
家长可调休5天。 中卫市政府方面回应，
通知属实。

中考、高考是求学之路的重要节点，
很多考生要专心备考， 需要父母照顾他
们的饮食起居，让考生家长在中考、高考
期间选择调休5天，很人性化。

有人觉得， 现代社会要淡化对中高
考的重视程度，淡化“应试”色彩。让考生
家长调休5天， 仿佛是一种不正常的重
视，是营造一种紧张氛围。

往年高考期间 ， 确有小区因楼内
有学生应考对整栋楼电梯停运 ； 还有
父母为让孩子专心应考 ， 将小区内的
青蛙 “赶尽杀绝 ”之类的情形 。这属于

对中高考过度反应 ，不值得鼓励 。但让
家长可调休 ， 则是一种人文关怀 ：毕
竟 ，现实背景下 ，中考 、高考仍是孩子
的大事 ，家长们护考 ，也是很现实的需
求 ，这很难用 “何必太当回事 ”的局外
人视角去看待 。

允许家长调休， 不是鼓励家长事无
巨细地去管住孩子， 这要看家长对陪与
护“度”的拿捏。调休也不是放假，而是让
考生家长的正常上班时间变得更灵活。
在中高考期间休息， 日后再通过加班等
方式补上， 也考虑到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诉求。

公众不妨看到此举对劳动者呈现出
的善意：当劳动者有正当需求需要调休，
就应要求用人单位灵活安排， 满足劳动
者的诉求，不管是其孩子参加中高考，或
是其他紧急情况。

王甄言

6月 3日 举 行 的 首 届 潇 湘 院 士 论
坛暨儿科医学高峰论坛上传出消息 ：
我省计划在每个市州设立一 所 儿 童
专科医院 、每个县设新生儿及儿童重
症专科 。此外 ，为加强人才培育 ，从今
年起南华大学儿科学招收儿 科 系 本
科生 。

目前 ， 我国儿科医生护士数量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也比较大 。2015年 ，我国医
疗机构儿科执业 （助理 ）医师数为11.8
万人 ， 每千名 0至 14岁儿童儿科执业
（助理 ）医师数为 0.53人 ，湖南这一数
值为 0.82人 ，而美国则为 1.46人 。全面
二孩开放后 ， 原本不足的儿科医护人
员更加捉襟见肘 。 专业医疗人员的短
缺，客观上影响着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
其影响不可小觑 。

湖南加大力度弥补儿科短板， 实施

硬件建设、人才培育等政策倾斜，努力提
高儿科医疗服务水平，看准了问题，回应
了关切，是温暖的民生阳光。

不过 ， 当前儿科医疗服务水平跟
不上 ，不只是投入欠账 ，还有职业尊严
的问题 。一方面儿科医护人员辛苦 。据
统计 ，我国儿科执业 （助理 ）医师工作
量是其他执业 （助理 ） 医师工作量的
2.4倍 ，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次数是其他
执业 （助理 ）医师的 2.6倍 。但是 ，按现
有的通用考核模式 ， 儿科医护人员的
工资福利待遇偏低 ， 这导致儿科医护
人员流失严重 ；另一方面 ，因为儿童不
能或无法准确表达 、沟通 ，儿科被称为
“哑科 ”，诊疗难度大 。

湖南计划每个市设一所儿童专科医
院，我们该为之点个大大的赞！同时，医
院建成后要运转得好， 也需要改革儿科
医护人员的工资福利考核办法， 吸引更
多的人才向儿科流动， 家长也要更加尊
重和理解儿科医护人员。

杨玉龙

持续多年的“光盘行动”带动大
家意识到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重
要性。然而，那些“看不见的浪费”依
旧存在。比方说，在办公室里领笔需
要登记吗？多长时间可以领一次？用
完的笔怎么处理的？相信不少人平
时并没有在意这样的“小事”。

小小一支圆珠笔，浪费起来数
字可有些吓人。 最近一份统计显
示 ，2016年中国圆珠笔产量137.27
亿支，出口81.2亿支，国内56亿支，
剔除一般库存，约45亿支到消费者
手中， 相当于全国每人一年消费3
支多。那么这些圆珠笔都做到节约
使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少有人会
看重一支笔芯或笔管带来的浪费。刚
领回一支笔，开个会就不见了；看到
哪张桌上有就随便拿一支；很少有一
支笔是用完的，更别说回收了。

同样的还有，公共区域空调不
控温，纸张打印随意，电器不及时
切断电源，瓶装矿泉水喝一口就丢
弃，活动条幅及材料基本都是一次

性使用，打印机硒鼓墨盒耗费量大
却很少回收等等。 再进一步想，一
次性纸巾、垃圾袋、快递等使用的
一次性包装，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浪费”。尽管有公用经费支撑，个人
也能承受得了，但把能省下的省下
来，不止是钱的问题，更是节约、环
保的理念问题。其实，那些看不见
的浪费之所以存在，跟每个人的节
约意识和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

遏制浪费， 需要规矩的约束，
比如2013年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已提到，提高
能源、水、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的
利用效率和效益， 杜绝浪费行为；
在企业，管理者也会出台类似的办
法。但是，规矩有时只对“守规矩的
人”起作用，我们需要的是人人加
入到节约队伍中来。

要想减少乃至杜绝“看不见的
浪费”，还是要抓住重点。一方面，
公务人员应率先垂范，起好带头作
用；另一方面，需要个人成本意识、
环保意识的建立———用这种意识
去认真审视自己工作、生活中的种
种行为，节约资源、杜绝浪费。

莫让精准扶贫陷入“精准填表”泥潭 “孩子中、高考，家长可调休”
很人性化

让儿科医生职业更有吸引力

“看不见的浪费”不只在“舌尖上”

一年一度的高考到了冲刺
阶段， 为孩子选购补脑保健食
品，是大多数家长体现对孩子关
心的表现形式。然而，国家食药
监总局警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
药物，我国尚未批准过任何“补
脑”保健食品，购买保健食品要
“一查、二看、三对号”。

专家提醒，考生应考期间 ，

随意服用市面上号称“补脑”的
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功
能性饮料和保健品 ， 可能会打
乱正常的身体规律 。 再加上考
生体质、生理状况存在差异，甚
至会出现副作用，适得其反。家
长和考生们切勿盲目迷信去大
量食用。

文/谢逸飞 图/闵汝明

新闻漫画

高考临近，别被“补脑”忽悠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甘艳）近日，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
《长沙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全市政商
关系良性互动， 做到政商之间既团结协
同、亲切亲密，又清白干净、清纯清爽，促
进政府廉洁、企业规矩，进一步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营造健康清爽的经济
发展环境。

该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一些
公职人员对政商交往界限把握不准、怕
踩红线，不敢、不愿跟企业打交道，束缚
了手脚。 民营企业家从企业经营发展考
虑， 也对营造良好政商关系软环境有着
强烈的呼声和愿望。

《意见》要求，要搭建政商交流沟通
平台，畅通企业诉求渠道，提供优质高效
政务服务，推进简政放权，公平对待各类

市场主体，完善政府守信践诺体系，将政
府和公职人员的诚信执行情况作为考核
重要内容， 切实维护企业正当权益。同
时，规范界定政商交往行为，公职人员同
企业不能有不正当经济往来， 不能搞利
益输送，不得插手和干预具体经营活动，
领导干部要从严教育管理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 防止其利用自身影响到企业谋
取不当利益。

《意见》要求，要发挥激励惩戒导向
作用，依法建立企业诚信典型“红名单”
制度和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要
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各级党委、政府
及职能部门要担负起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的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贯
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执行不力的
严肃进行问责， 组织部门要将积极重商
扶商又依法依规行使公权的表现， 作为
干部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

长沙出台《意见》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 唐文君) 相声，
小品，独唱，瑶族群舞，欢笑声充盈瑶家
山寨。6月3日，在永州市江永县兰溪瑶族
乡勾蓝瑶村，由省文联、省总工会主办，
永州市文联等单位承办的“笑满三湘”文
艺志愿者走进勾蓝瑶寨文艺惠民专场表
演在这里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江永瑶族
“洗泥节”同时举行了开幕式。近万名群
众、游客乐享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兰溪瑶族乡是省民政厅和永州巿委
宣传部扶贫点。为实现“文艺推动精准扶

贫”目标，给基层群众送去欢声笑语和精
神食粮，省文联、省总工会组织“笑满三
湘”演出队伍，结合兰溪瑶族乡的洗泥节
开幕式民俗活动，省、市文联和深圳、桂
林等6地文艺志愿者和村里群众， 以歌
舞、小品、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和富有
民族特色的节目参与演出， 与扶贫点群
众形成互动，展示扶贫成果，歌唱扶贫政
策，鼓舞群众精神。

“洗泥节”文化旅游月期间，这里还将
开展相亲会、瑶寨骑行、泥塘抓鱼、摄影、
厨艺大赛等多项独具民俗风情的活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通讯员 彭扬华 记者
左丹）6月3日，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
技能竞赛建筑工程识图赛项在杭州举行， 来自
全国的96支队伍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湖南
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力挫群雄， 以总
分第一名获得本次比赛一等奖。

此次湖南共派出4支队伍参加此项比赛，
分别是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城建
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德职
业技术学院， 其中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以总
分第10名获一等奖，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三等奖。 此项比赛中获
得总分全国第一的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派出的参赛学生来自该院铁道建筑系。该系
创办于1952年，办学6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逾
万名建筑、轨道、路桥、设备安装技术等人才，毕
业生遍布全国各地。

“笑满三湘”惠民演出走进江永瑶寨

高铁学子勇夺全国大赛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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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 奖经过专家组初评和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审
议，评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评选程
序，现对入选作品进行公示。公示期自2017年6
月5日至6月9日，时间5天。公示期间，如对入选
作品有异议，可以通过电话0731—82216206向
省委宣传部反映。

入选作品名单
电影（5部）
1.《难忘的岁月》（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报送）
2.《领袖1935》（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报送）
3.《穿越硝烟的歌声》（邵阳市委宣传部

报送）
4.《绝不姑息》（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5.《老警》（怀化市委宣传部报送）

电视剧（片）（6部）
1.电视剧《彭德怀元帅》（湘潭市委宣传部

报送）
2.电视剧《青春集结号》（湖南广播电视台

报送）
3. 动画片《榜样———双百人物英雄故事》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
4.动画片《翻开这一页》（第二季）（长沙市

委宣传部报送）
5.纪录片《铁骨丹心彭玉麟》（衡阳市委宣

传部报送）
6.纪录片《红色湘西》（湘西州委宣传部报送）

戏剧（10台）
1.湘剧《月亮粑粑》（省文化厅报送）

2.木偶剧《留守大山的孩子》（省文化厅
报送）

3.话剧《十八洞》（省演艺集团报送）
4.舞剧《桃花源记》（省演艺集团报送）
5.花鼓戏《耀邦回乡》（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6.音乐剧《天使合唱团》（株洲市委宣传部

报送）
7.花鼓戏《齐白石》（湘潭市委宣传部

报送）
8.巴陵戏《远在江湖》（岳阳市委宣传部

报送）
9.汉剧《孟姜女传奇》（常德市委宣传部

报送）
10.花鼓戏《爬上山坡唱高调》（郴州市委

宣传部报送）

广播剧（5部）
1.《好大一个家》（湖南广播电视台、长沙

市委宣传部联合报送）
2.《我爸我妈》（湖南广播电视台报送）
3.《铁槟榔》（省文联报送）
4.《黑土云天》（衡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5 .《情满九嶷山》（永州市委宣传部报

送）

歌曲（18首）
1.《鸡咯咯，鸭嘎嘎》（省文化厅报送）
2.《把福带回家》（省文化厅报送）
3.《铸魂》（省文联报送）
4.《一担皮箩》（省文联报送）
5.《橘洲姑娘》（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6.《九伢子》（长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7.《梦的翅膀》（衡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8.《大雁飞翔》（衡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9.《黄桑姑娘》（邵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10.《水灵灵的洞庭湖》 （岳阳市委宣传部

报送）
11.《你别走》（常德市委宣传部报送）
12.《等在桑树边》（常德市委宣传部报送）
13.《嗬嗬也》（张家界市委宣传部报送）
14.《月照洞庭》（益阳市委宣传部报送）
15.《想爹娘》（永州市委宣传部报送）
16.《戊梁恋》（怀化市委宣传部报送）
17.《你的手儿很温暖》 （娄底市委宣传部

报送）
18.《山歌飘满酉水河》 （湘西州委宣传部

报送）

图书（10部）
1.《袁隆平的世界》（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报送）
2.《阿莲》（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
3.《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长

沙市委宣传部报送）
4.《活着之上》（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
5.《一千朵跳跃的花蕾》（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报送）
6.《百年不孤》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

送）
7.《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
8.《爱历元年》（省作协报送）
9.《时代的价值坐标———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简明读本》（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
10.《亲爱的女儿》（岳阳市委宣传部、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报送）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017年6月2日

关于湖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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