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佳

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不仅给我省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重大的人员伤亡，也为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比如，有些受
灾群众可能会出现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因此，
当前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应当与脱贫攻坚工作
相结合，尤其要把抗洪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不畏
艰难、众志成城的精神运用于脱贫攻坚工作。

贫穷，其实就是拦在人民群众奔向幸福生
活路途中的“洪水猛兽”，从长期性而言，脱贫
攻坚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抵御特大洪水。脱贫

攻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必须把前一阶段在抗
洪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 奉献精神，
移植到更加艰巨的脱贫工作中去，用党员干部
的辛苦换回贫困群众的幸福。

抗洪救灾中， 各级干部的坚守和付出，换
来了人民群众的安宁、安全。事实上，扶贫与抗
洪有着相类似的内涵与本质，其核心都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更
应当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紧紧带领
群众，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要增强脱贫攻坚的使命感与紧迫感。“灾情
就是命令，责任就是使命。”超历史水位的洪水

暴发后，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担当着“生力军”
“主心骨”的重任。对于扶贫工作而言，党员干部也
要有“贫困就是行动命令，脱贫就是责任使命”的
紧迫感，带领群众拔穷根、找准致富路。

脱贫攻坚需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 洪水面
前，相对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个体的力量再强大，
也是渺小的，但我省抗洪胜利的实践表明，只要
万众一心，就可以众志成城。洪涝灾害尽管给我
们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也使我们锤炼得比以往更
加团结与坚强。只要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一
起用力，向贫穷宣战，就完全可以像抗击洪魔一
样，创造出脱贫攻坚的奇迹。

毛建国

今年19岁的孙洪涛， 是山东某实验中
学毕业生。在2017年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自主招生的现场答辩环节，他靠一手折
纸“神技”，拿到了该校降低60分录取的资
格。

有人质疑折纸不是能力， 或者够不上
自主招生的条件。但在事实上，折纸没有想
象的那么简单。且不说做一个折纸模型，短
的需要花费4个小时左右， 长的在6个小时
以上，需要“耐得寂寞”；就说折纸过程中，
也需要大量的智力付出， 涉及到很多数学
和空间结构原理。正如孙洪涛介绍的，一种
“三浦折叠法”，节省空间，又可避免损耗，
在太阳能电池板和人造卫星等方面都有应
用价值。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戳中了应试教
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弊端， 那么自主招

生正是为了破解重大弊端而来。相对于传
统模式“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自主招生通
过对大学自主权的确认 ，更多体现 “潜力
面前人人平等”， 有利于考出学生考分之
外的能力，让更多的创新创造型学生脱颖
而出 。这在强调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今
天，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因而，与其说“折纸上哈工大”让人有
些大惊小怪，毋宁说当下自主招生的套路
化成分还是多了一点，与传统招生的模式
还是太像了一点。虽然自主招生要效率也
要公平 ，但对公平的重视 ，并非要通过将
其穿上符合既有招生模式的 “紧身衣”来
体现。对于自主招生中，过于“随性”与“不
拘一格 ”可能夹带着腐败的忧虑 ，最好的
“解药” 还是那一句话：“阳光是最好的防
腐剂 ”。像这名 “折纸上哈工大 ”的学生一
样 ，把自主招生的情况全部公开 ，公平自
然不是问题。

近日，一则《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
己命名的路》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传。文
章中称， 一位名叫葛宇路的学生2013年寻
找到北京地图上的空白路段， 并贴上自制
的“葛宇路”路牌。随后，高德地图等地图收
录了这条道路， 这条本来无名的路， 竟以

“葛宇路”这个人名来命名。
虽然，个人命名道路涉嫌违规，但对此

事件的关注，不能仅止于此，职能部门还需
从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层面深度反思。
比如，实现条条道路有名化，适时更新地图
内容等。 画/王铎 文/张玉胜

“袁老的谦虚是真谦虚， 我的谦虚是真
心虚啊。”

———7月11日，87岁的袁隆平院士以流
利英语完成了一次长达20分钟的演讲，开场
时袁老谦虚地说 “I speak broken Eng鄄
lish”，然而演讲全程，几乎未见停顿或错误，
引发千万网友致敬。

“报效祖国，才是最大的成功。”
———有人曾经问黄大年教授， 为何会放

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他说：“我时刻等
待着祖国的召唤。”

“我们可能彼此陌生，但绝不冷漠。”
———山西师大两位学生雨中救助晕倒老

人，事后接受表彰时他们对记者如此说。
“无现金的中国太‘惊人’了。”
———1988年出生的德国小伙子阿福给

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了一封信，强烈呼吁德国
应该向中国学习无现金社会的成功经验。

在脱贫攻坚中延续抗洪精神
房清江

7月12日《新京报》报道：山东临沂一支
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晨跑团， 出发22分钟后，
在距离终点约30米的路段，遭到一辆出租车
的冲撞，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位亲历
者承认存在占用机动车道情形，但强调事发
路段正在施工，处于半封闭状态，因而选择
“上主路”。而在律师看来，活动的组织者、参
与者和肇事司机，均涉违法情形。涉事的山
鹰运动协会秘书长田小雨表示，不喜欢外界
用“暴走团”形容这支队伍。她说，现在社会
上整体对老年人不够宽容，之前发生的一些
事情也强化了这种印象。

“社会上整体对老年人不够宽容”，显然
是语有所指。在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甚至一
些媒体舆论都呈现“一边倒”，纷纷指责老人
“不守规则”“活该”“害人害己”。这样的言论脱
离了就事论事的理性，在老人遭遇伤害时，尤
其冷血，单就观点来说，也显得极端。很明显，
一些舆论对待该起事件中的老年群体， 又一
次掉入了污名化“广场舞大妈”的心理窠臼。

老年人因为步入晚年，开始从主流社会
边缘化，也因为心智的变化，部分人情绪与
行为偏离年轻人的预期， 这些确是事实，但
是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尊重，更不意味着他
们的需求就可以被忽视。事实上，他们与年
轻人一样有物质、精神方面的需求。广场舞、
晨跑这类活动， 为什么受到老年人青睐？除
了活动可以健身之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社
交方式，让人有圈子，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保
健品营销为何专坑老人？一个很大的原因在
于，营销者所营造的关心、关爱的虚假亲情，
填补了子女亲情关爱缺失留下的空白。

现实中老年人许多需求都无法脱离社
会的供给， 在公共资源保有量有限的情况
下，存在着分配的矛盾。所谓老年人“抢地
盘”、“抢座位”之类，都流露出一些非老年群
体的傲慢与偏见，似乎他们自身理应处在分
配的优先地位。

维护和保障老年人权益不是空洞的口
号， 老人们今日之境况就是我们明天的缩
影， 年轻群体切忌因为拥有话语权优势，就
肆无忌惮地向他们宣泄伤人又伤心的情绪。

“暴走团”事件舆情背后的老年困境

“折纸上哈工大”，不必大惊小怪

“葛宇路”：考验城市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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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铁纪严规“紧盯”救灾物资管理使用———

让每一分钱都用于受灾群众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陈昂昂）
经过8个多小时长途跋涉，7月12日上午，一
辆卡车风尘仆仆驶入永州市祁阳县金洞管
理区。 这辆卡车满载1000桶油、1000包面
粉和500袋大米，价值15万元，由省政协委
员、 湖南湘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奇志捐赠。鲜为人知的是，周奇志的企业也
在这次洪灾中损失惨重。

7月5日，省政协发出了抗洪救灾《倡议
书》。看到《倡议书》后，周奇志马上表态认

捐一笔物资。“我的企业虽然受了灾， 但受
灾群众更加困难，我感同身受。作为一名政
协委员、企业家，我要尽责。”并表示“要以
最快速度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金洞管理区为此次洪灾的重灾区之
一。捐赠仪式上，金洞管理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把这批救灾物资发放到最需要
的人手中。目前，湘纯农业捐献的物资，
是金洞镇收到的第一笔企业捐赠的救灾
物资。

“要以最快速度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省政协委员为受灾地区捐赠物资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赵向新）7月5日至13日， 国网湖南
省电力公司联合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对湖南境内特高压输电线路进行空地联合
巡检。

目前，湖南境内共有±800千伏复奉、
锦苏、宾金、酒湖线4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共
计1389公里，2943基杆塔。此次巡检，是在
今夏洪灾过后， 国家电网针对湖南境内特
高压线路运维情况所进行的一次空地联合
巡检。 巡检范围为湖南境内±800千伏宾
金线、酒湖线，±500千伏江城线，500千伏
五民线，共计382公里，主要针对线路本体

以及廊道进行全面检查。
按照国网湖南电力需求，国网通航公司

紧急调配SG1108应急机组， 充分利用直升
机巡检应急反应快、 覆盖范围广等特点，对
线路全程进行通道录像、 细节录像和拍照，
地面人工巡线配合巡检， 重点监测跨江河、
山区、无人区等关键地段，全面排查塔基浸
水、塔基基础滑坡等危及线路的安全隐患。

截至13日,� 直升机巡检共飞行9个架
次，发现8处隐患，圆满完成巡检任务。国网
湖南电力将根据此次巡检结果及时处置隐
患， 确保汛期和迎峰度夏期间线路安全稳
定运行。

湖南特高压线路灾后直升机巡检
全面排查塔基浸水、塔基基础滑坡等危及线路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威）“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灾面前
献大爱!”今天上午，长沙警备区组织机关
及所属单位进行赈灾捐款仪式。 捐赠开始
前，全体官兵、职工、离退休老干部、民兵预
备役人员集体默哀3分钟，向在特大洪灾中
不幸遇难的同胞， 向为长沙抗洪救灾英勇
献身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仪式现场，有7名老干部代表令人肃然
起敬。 王家巷干休所91岁的程义富老人参
加过抗日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越

自卫还击战。 得知长沙警备区组织赈灾捐
款，他主动找到干休所工作人员，自己捐出
了3000元， 并号召战友们一起献爱心。14
日大清早，程义富老人一大早就起床了，当
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颤颤巍巍地把
3000元善款投入捐款箱时，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他说，我们年轻时打过鬼子，现在还
能为灾区人民献上一份爱心， 我们感到很
欣慰。

据统计，此次共募得善款176172元，将
全部用于救灾工作。

91岁老革命带头献爱心
长沙警备区举行赈灾捐款仪式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左丹）今
天上午， 在长沙市红十字会举行的捐赠仪
式上，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
经办经理肖前辉代表公司向长沙市教育
局、市红十字会捐赠100万元现金，将专项
用于救助今年特大洪灾中长沙地区受灾的
学生和教师。

拓维信息创始人宋鹰表示， 拓维信息
作为一家本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教育企

业，离不开家乡的支持，家乡有难我们义不
容辞。 此次捐赠的100万元希望能帮助受
灾师生渡过难关。据悉，本次洪灾中，拓维
信息联合湖湘汇、京湘会、新湘会连同湖南
省驻京办成员单位、face� to� face面对面网
络助学平台志愿者第一时间前往宁乡、望
城、长沙县捐赠救援物资。截至目前，湖湘
汇成员单位为湖南抗洪救灾现金捐赠已达
2300万元。

拓维信息捐赠100万元救助受灾师生

7月14日晚， 湖南省歌舞剧
院在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演出大型音乐剧 《袁隆平》， 慰
问参与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的一
线工作人员。

傅聪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抗洪义演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非常感谢！ 现在的禾苗已有一寸多高
啦！”

近日，走进长沙县果园镇花果村，第一个
领到100公斤应急救灾种子的花果组农户周
建新，脸上露出笑容。

此次洪灾后， 长沙县农林局报请县政府
同意， 按程序紧急采购11.838万公斤杂交稻
救灾种子，发放给受灾群众。该县纪委驻县农
林局纪检组按县纪委严明纪律的通知要求，
对救灾款物采取现场监督、调取台账、电话抽
查、实地检查等方式实施“五核”，确保了种子
全部发放到位。

这是湖南“紧盯”救灾物资管理使用的一
个缩影。连日来，为更好地推动灾后重建工作，
湖南多地纪检监察机关纷纷严明纪律，铁纪严
规确保救灾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受灾群众。

挺纪在前加强监督

如何确保一批批救灾物资不出现“拔毛
之手”，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使命。

在省会长沙， 自从抗洪救灾工作重点转
到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以来，
市纪委就组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担当履
职，重点聚焦抗洪救灾纪律执行情况、救灾物
资采购、救灾款物接收、拨付及收支的公开、
公示等情况，将监督检查贯穿各个环节，严肃
工作纪律，确保专款专用、合理分配和廉洁救
灾。市委组织部、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
市农业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部门认真落
实责任、发挥作用，形成了一张严密的联动监
督网络。在长沙县， 梨街道纪工委工作非常

细致，大到简易床、被子、凉席，小到牙膏、牙
刷、毛巾、婴幼儿用品等，都要实行痕迹化管
理。

这不是一个地区的特例。早在7月1日，岳
阳市就早早下发通知，明确对贪污、挪用、截
留、挤占抗灾救灾资金与物资的单位和个人，
要严肃依纪依法从重从速处理。在益阳，市纪
委同样下发通知， 明确要求对灾后重建时期
贪污、挪用、截留、挤占救灾资金与物资的，发
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抗洪救灾期间，桃江
县纪委就通过严明纪律， 促进该县切实加强
了对150万元民政救灾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人民群众纷纷点赞。

对动“奶酪”者绝不姑息

“老人家，物资是不是已经领到了？”
“领到了，领到了，谢谢党和政府对我们

受灾群众的关心！”
7月13日下午， 长沙市联合督查组第二

组一行4人不打招呼， 来到天心区南托街道
滨洲新村兴马洲片区、暮云街道暮云新村、花
园岭社区， 仔细查阅救灾物资接收和发放台
账，并到受灾村民家中一一核实。

走访群众、 抽查台账、 现场核实……目
前， 该市5个联合调查组全部深入各区县
（市），走访了受灾群众64户，抽查了台账130
余本，开展明察暗访72次。长沙市纪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联合督查组将继续深入开展督
查，对敢动物资“奶酪”者从严查处。

在衡阳，全市下拨救灾帐篷150顶、棉被
2000件、折叠床200张、救灾资金2600万元
等，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按照衡阳
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衡阳市纪委迅速成

立3个高规格的督查组，由纪委书记、副书记分
别带队，第一时间就防汛救灾、物资保障、灾后
重建工作现场督察调度， 确保了救灾物资的规
范管理和阳光使用。

针对防汛抗灾资金和物资准备、调拨、分配
和使用情况，衡山县纪委进行重点检查，对发现
的3个问题及时进行了督促纠正，对履职不到位
的1个乡镇的负责人进行提醒约谈。在洪水围困
期间，该县民政局对开云镇青山村发放了2万余
元的生活物资， 县纪委驻民政局纪检组全程参
与监督，确保了全县防汛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严明纪律的同时， 各级纪检机关还对违纪
者通报曝光，传递强烈信号。

在宁乡， 道林镇龙泉湖村村民小组长黄某
在领取该组村民救灾物资后， 打算每户少一桶
油，用余下的油补贴自己。正在村里督查救灾工
作的道林镇党委书记潘志国知道后， 当即向镇
派出所报警。最终，黄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村
干部立即到黄某家取走救灾物资， 连夜补发给
受灾群众。

由于涉案金额小，且向全组村民道了歉，黄
某获得了村民的原谅，被免于法律制裁，但经村
支两委决议，建议该组重新推选组长。

“千万不要对救灾款物动手脚!”宁乡县纪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宁乡遭受特大洪灾后，获得
了不少援助物资， 县纪委下发紧急通知严明纪
律，每笔救灾款物的来源去向都要公开公示，接
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