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张侃

“教育是最好的扶贫！”11月2日，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与我省溆浦县东
西扶贫协作教育交流合作座谈会在溆
浦举行，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商定：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溆浦建立支教
基地，架起两地爱心互动桥梁，帮助更
多山区贫困学生享受到有质量的教
育，彻底斩断穷根。

鄞州与溆浦相隔千里， 两地成功
“牵手”，缘于一场“大爱”。

3年前，鄞州区退休教师周秀芳来
到溆浦县北斗溪镇边远山区爱心支

教，并发动宁波爱心人士，为溆浦北斗
溪、两丫坪、沿溪、淘金坪等乡镇捐资
修建了13所希望小学。 经溆浦县委、
县政府推荐，周秀芳老师成为“湖南好
人”，并被评为2016年度“感动中国之
感动湖南”人物。

经媒体报道后， 周秀芳老师的先
进事迹在浙江和湖南等地广泛传播，
影响深远。11月1日至2日， 鄞州区教
育局副局长仇建辉带领该区部分学校
负责人来到溆浦，就深化两地合作，牵
手开展东西教育扶贫协作进行考察和
调研。

在北斗溪镇桐林弘盛希望小学，
了解到曾经破烂不堪的校舍在周秀芳

老师的爱心帮助下焕然一新， 孩子们
在崭新的课堂里认真学习， 鄞州区钟
公庙中心小学校长俞宏伟深有感触地
说：“通过东西扶贫协作， 改善的是山
区教育教学条件， 点亮的是无数贫困
孩子心中的明灯。”

实地考察了周秀芳老师及其爱心
团队援建的上海交大安泰希望小学、
黄金宁波鄞州希望小学等学校后，曾
在贵州贫困地区支教的宁波市行知实
验小学校长谢增焕表示， 将通过开展
“友好学校”结对和夏令营活动，增进鄞
州与溆浦各校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互惠。

座谈会上， 溆浦县教育局局长严
安民说， 溆浦县将邀请鄞州教师来溆
浦爱心支教， 并组织溆浦边远山区的
青年教师到鄞州学习取经， 建立深厚
情谊， 为山区学生引进更多的优秀教
学资源。

东西扶贫协作 鄞州“牵手”溆浦———

“教育是最好的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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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县委书记 禹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
求全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
明 、 治理有效 、 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 ， 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农村事

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 双峰县根据
县域经济的特点 ， 打造农业产业
新优势，加快创建 “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的步伐 ，推进县域全面小
康建设。

双峰县素有“湘中粮仓”之称，
农特产品资源丰富，尤其是这些年
来中小农机行业异军突起，成为全
国中小农机走出国门的先锋。除此
之外，双峰还是 “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 推进农业产业
现代化，双峰有优势，有传统，有特
色，更有发展空间。

产业兴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 。只有产业兴旺 ，农民
过上富足的生活才有坚实可靠的
物质基础。当然，“产业兴旺 ”有着
新的内涵和外延———农业不仅是
一个提供物质产品的产业，还是一
个提供非物质产品的产业。比如观
光旅游休闲产业， 包括乡村旅游、
“互联网+农村”，都是新产业、新业
态。为此，必须在产业深度融合上
下功夫，实现“互联网＋现代农业”
行动。即将举办的2017双峰（湘中）
农特产品博览会暨电商扶贫论坛，

就是我们推进农村农业产业兴旺
措施之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实现产
业兴旺目标 ， 须有政策和技术等
方面的强力支撑 。为此 ，双峰县将
在 “人 、地 、钱 ”三个问题方面发
力。

一是解决农业实际从业人员
年龄结构呈“哑铃”状，素质弱化问
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引导各类
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创
业， 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采取切实措施，培养造就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 ”工作
队伍。

二是解决土地数量减少、质量
下降等问题 。加大力度 ，推动土地
依法有序流转 ， 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让土地资源发挥出潜力 ，流转
出活力。

三是解决资金不断从农业产
业净流出和投入来源缺乏的问
题 。 双峰将在前段有效探索的基
础上 ，进一步整合涉农资金，建立
涉农资金统筹投入 、有效使用 、科
学管理的长效机制。

新声

发展农特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罗志华

“昨天就跟医生约好了 ，今天
下午5点到医院， 看完病正好是医
生下班的时间 ， 这样既方便我就
医，又不耽误双方上下班的时间。”
长沙市民夏女士利用下班时间，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请专家看病。
夏女士使用的是湘雅二医院推出
的“全时空”门诊，患者可以利用信
息化系统预约熟悉的医生，突破门
诊空间和时间的制约，更方便地就
医。目前，“全时空”门诊建立了统
一的号源池， 开通了全部科室、全

部医师门诊排班外号源 ， 满足任
何时间病人就诊不同级别医师的
需求。

医生看门诊的传统方式，是在
规定的门诊时间和诊室进行，这种
方式受到时空的较大限制。假如医
生不出门诊，患者就只能等待或找
其他医生。“全时空”门诊打破了门
诊时空方面的限制，使医生在非门
诊时间、在医院其他地方 ，也能为
患者提供门诊服务。患者看病的时
间还能由自己确定 ， 无疑更加便
捷。而且，这种模式还有利于发挥
医生的更大潜力。

当然，“全时空”门诊也可能出
现一些负面效果，比如医生不安心
本职、或以牺牲本职工作的质量为
代价，以确保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开展“全时空 ”门诊 。此外 ，如
果“全时空 ”门诊的号源任由医生
自己把控，也许会给号贩子留下可
乘之机。

可见，“全时空”门诊的做法称
得上一种创新，但也有两面性，必须
做到趋利避害。 唯有防范出现一些
不良现象， 才能更好地发挥 “全时
空”门诊正面作用，实现医生潜力的
再挖掘，让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罗峰

硅谷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
的一条狭长地带，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
业基地，也是闻名世界的电子工业集中
地。长沙“麓谷”、株洲“中国动力谷”、湘
潭“智谷”已初具规模，要整合长株潭三
个“谷”，打造中国“湘谷”，要有特色产
业高度聚集， 有新产业和新业态产生，
有较强的内生增长机制。 为此，“湘谷”
要聚合三方面要素。

吸引风险投资等金融资本。 风险
投资能加速专利技术向生产力转化，
推动企业无中生有、由弱变强。硅谷是
风险投资的世界大本营，凯鹏华盈、红
杉等风投企业投资了亚马逊、苹果、思
科等公司，实现互利双赢。长株潭三谷
也要汇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类
金融资本入驻，形成金融圈。

发展各类中介服务平台。 目前长
株潭一些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 专利
商业化运营不够，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渠道不畅。 完备的中介服务及专业技

术市场服务，或能弥补这一短板。如专
利代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培训、孵化器等行业，能
促进专利技术顺利转化成为商品。

提升人才“场”浓度。“湘谷”这个
区域要融人才、知识、资金、技术为一
体，既要大手笔引进各类人才，又要用
好现有人才，培育企业家精神。科技人
员、发明家、企业家、投资人、中介服务
提供者等人才在一起交流碰撞， 才能
激活创新因子，激发创新成果迭出。

（作者单位：株洲市委宣传部）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聚合创新要素 打造中国“湘谷”

金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这是党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
问题的新举措。要实现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是重要内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农村产业应因地制宜， 与城市市场充
分连接。

乡村振兴， 绝不能简单地转移承接
城市的过剩产业、污染产业和淘汰产业，
而是要站在未来的高度， 科学规划适合

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模式。
一方面，农村产业发展和主导产品

要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相连接，特别
是与城市居民的旅游业、餐饮业、养老
业、健康业等产业紧密结合起来，这样
农村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比如
说，如今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公办机构
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与郊区、农村民办机
构床位利用不足的尴尬并存。 那么，就
要想办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作用，让农村有能力、有条件吸引、接

纳有意愿的城市老人前来养老。
农村产业园的规划和兴建也要与

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相连接， 不能彼此
脱节。 农村最吸引城市居民的就是生
态美， 农村产业的发展就要确保生态
美，围绕绿水青山做文章，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比如积极发展农家乐、民宿经
济、乡村旅游业，让绿色美丽经济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增长点， 让农村独
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作者单位：长沙市十五中）

让农村产业与城市市场有效对接

邱海云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立法质量是立法的
生命线。新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对立法人才产生巨大需
求。

我省要补足立法人才紧缺的短
板， 一要建立立法人才引进机制，把
立法人才作为党政人才的重要组成
部分 ，纳入全省人才发展规划 。二是
创新立法人才交流机制，探索建立法
学研究机构、 律协等社会组织人员双
向交流机制。 律师们所具备的司法实
践经历和丰富的社会资源， 有助于开

展立法工作。 三是完善立法人才培养
机制，与高校合作，设立“立法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形成从本科到博士的立
法学人才系统培养，并突出实用型、复
合型立法人才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为
湖南着力促进“五个强省”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作者系湖南省人大办公厅主任科员）

加大立法人才培养 助力“五个强省”建设

通讯员 滕张芳子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全国百佳刑警’，其实是整个支
队的荣誉， 我个人只是代表； 赴京领
奖，听了很多优秀同行的先进事迹，也
让我看到了差距，以后我要更加努力
提升自己。” 今年9月获评“全国百佳
刑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
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贾春宏，11月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谦虚地说。

优秀刑警需要智勇双全
从乡下土家小男孩成长为优秀

警察，今年才42岁的贾春宏头发已花
白了。他的话不多，可头上每根白发
仿佛都在诉说，一个优秀刑警是需要
智勇双全的。

今年5月19日，一个过去了16年的
强奸杀人焚尸案告破，这让贾春宏感到
十分欣慰：“原本彻底放弃希望的两个
死者的家属，感动得泣不成声。”

原来，2001年9月16日凌晨，凤凰
县千工坪乡亥冲村15岁的吴某莲和
19岁的吴某英，在离家不足1000米的
半山腰的一块小坪场被人杀害后焚
尸，头骨被砸烂，吴某莲被强奸。

案情重大，省、州、县公安部门组
成联合专案组，投入破案工作。

吴某莲、吴某英被害前，邀约一
起去山江镇赶“边边场”，在山江镇结
识了龙某、吴某，然后一同回到了千
工坪乡亥冲村。然而，通过DNA比对，
排除了龙某、吴某作案嫌疑。且据两

人交代，当晚有一个戴着头套、会讲苗
语的二三十岁的男子，将他俩赶走了。

2011年，在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
队担任重案大队大队长的贾春宏，将
新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刑侦上， 跟随线
索采集血样399份， 送省、 州进行检
测。然而，没有一份DNA与从精斑中
提取的DNA吻合。

今年3月， 经过长达16年不间断
侦查，确定龙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于
是巧妙抽验龙某某父亲的DNA，结果
表明其DNA与原DNA相符。5月17日，
省、州及凤凰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在
浙江杭州将龙某某抓获归案。

有一段时期， 自治州涉枪案件占
全省70%以上。2008年3月，公安部督
办的“2008·3·31”系列贩枪贩毒案正
式立案，自治州打响“剿枪战役”。贾春
宏带领专案组民警放弃休息， 七下广
东、五进重庆、四入贵州，行程上万公
里，查明了以谢某、田某、梁某等为主
的由多个犯罪团伙相互交织形成的制
贩枪支“地下网络”。带领抓捕组共抓获
39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枪窝点2个、缴
获枪支30多支、子弹2000多发，贾春宏
因此被省公安厅记个人一等功。

专案告破后， 自治州涉枪案件发
案率下降90%多。

“龙门阵”中看见汹涌波涛
对贾春宏的采访， 就是静心听他

摆“龙门阵”。
2007年下半年，贾春宏与一队友

远赴广东东莞， 抓捕持枪抢劫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段某。 当时只有贾春宏一
人有配枪，他将枪交到东莞警员手里，
并叮嘱警员，段某一旦掏枪，可及时开
枪而不要顾及他的安全。 段某身材高
大、身体素质好，贾春宏在桌球室里找
到段某后，与他从桌上打斗到桌下，斗
了10多个回合，擒拿格斗技术好的贾
春宏终于把段某压在身下。 队友从段
某口袋里， 搜出了一把已上膛的仿六
四式手枪。

在贾春宏波澜不惊的讲述中，记
者感受到的是公安刑侦工作的波涛
汹涌。

2003年夏天， 贾春宏和同事前
往桑植抓捕一名盗窃犯罪嫌疑人，被
惊动的嫌疑人深夜跳坎逃跑。贾春宏
毫不犹豫从3米多高的坎上跳下，奋
力追赶了几十米，终于将嫌疑人扑倒
在地， 那时他才感到全身火辣辣地
疼。卫生院医护人员用了很长时间清
洗消毒， 可几十根毛刺仍残留在贾春
宏的皮肤里。

1996年参加工作时，贾春宏被分
配到龙山县偏远的乌鸦乡派出所，他
的刑侦工作能力很快显现出来， 被调
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2006年， 贾春
宏进入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
队。舞台更大了，作为也更大了。从警
21年， 贾春宏和他的团队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3000余人， 其中持枪凶犯47
名；5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组织、参与打
掉多个涉黑涉恶团伙；贾春宏20多次
立功受奖，2次获评“湖南省优秀人民
警察”、1次获评“湖南省优秀刑警”。

� � � �禹敏 通讯员 摄

“全时空”门诊应趋利避害

大山里的土家硬汉
———记“全国百佳刑警”、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贾春宏

11月7日，考生在衡阳市南华大学考点进行现场确认。当日，2018年度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湖南各考点现场确认工作拉开序幕。 湖南省今年通过网上报考
2018年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达9.7万余人，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

肖与轩 曹正平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浩 易月） 记者
近日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长沙市政府日前与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

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分别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从多方面、深
层次开展合作，意向性授信总额达
到人民币2300亿元。

根据合作协议，上述各方将重

点在13个方面开展合作，包括积极
支持长沙加快建成全国综合交通
枢纽； 支持长沙绿色发展建设，助
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传统制造业
绿色改造， 优先支持公共交通、新
能源汽车；助推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 重点支持湘江新
区、高铁新城、省府新区、金霞新
区、隆平新区、空港新城等一批高
水准城市品质示范区的建设等。

交通银行与长沙市深度合作
签订总额230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

硕士研究生
招考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