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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开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再
展壮志雄心” ……党的十九大闭幕，中
国新时代的新气象，让世界瞩目。 人们
感叹，再过几年就将迎来建党100年的中
国共产党， 为何能一直葆有埃德加·斯
诺当年在延安看到的那股“朝气”？

许多人试图探寻这个奥秘，从社会
代表性 、组织发展能力 、政治领导力等
不同维度， 研究这个政党的 “活力”来
源。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10月25日，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
中外记者见面时，以复兴之路丈量党的
征程，说出了关键，道出了根本。 初心如
磐，使命在肩 ，正是因为磨砺于伟大斗
争、致力于伟大工程、奋进在伟大事业、

激荡着伟大梦想 ， 我们党才能穿过革
命 、建设和改革的险滩激流 ，近百年犹
未老，一世纪正青春。

在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浙江嘉
兴 南 湖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告 诫 全 党 ：
“只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回望过
去 ， 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
兴紧密相连 。 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
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 ， 远非那些汲
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 长征的血
战、 抗日的烽烟， 开放的探索、 改革的
攻坚 ， 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 ，
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 。 革故鼎新
引领时代 ，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
这个党长盛不衰、 枝繁叶茂。 从只有50
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
党，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当年

承载民族希望的小小红船 ， 已经成为
承载13亿多中国人民希望的复兴号巨
轮。

百年荣光， 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
力 。 党的十九大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翻开
十九大报告 ， 无论是现代化强国的新
目标 ， 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立足的无不是民族的福祉 ， 回应的无
不是人民的期盼 。 放眼世界 ， 有哪个
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始终对时代保持
敏感 ， 又有哪个政党把人民的幸福如
此真切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有三
岁之翁， 有百岁之童”， 决定共产党人
精神面貌的 ， 从来不是时间长短 ， 而

是使命的力量 。 面对全面小康的决胜
一程 ， 面对现代化强国的百年目标 ，
面对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 唯有永远
做人民公仆、 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才
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 成为更加坚
强的领导核心 ； 也只有不忘初心 、 牢
记使命 、 永远奋斗 ， 我们党才能在奋
斗中不断成长、 在进取中永葆活力。

志士惜日短，奋斗路正长。 2021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千
秋伟业 ，百年只是序章 ，还有更多胜利
等待我们去夺取，还有更大使命等待我
们去完成。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这个百年大
党一定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奏响民族复
兴更加壮丽的乐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载11月
12日 《人民日报》）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⑤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阮涛 欧阳
娅琼）今天，2017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
北湖分站赛， 在郴州市北湖区四清湖国家水利风景区举行，
来自广东、 湖北、 湖南等地的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当天
的比赛。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定向运动协会主办。近年来，郴州市大力推进“体育之
城”和“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体育主题旅游精
品线路， 成功承办了2016年全国男子水球联赛、2017年第十
三届全运会航海模型预选赛等重大赛事。

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北湖站举行

� � � � 新华社香港11月11日电 香港经济第三季度同比增幅
为3.6%， 继上半年之后， 再次高于近年趋势增长率， 特区政
府已将全年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3.7%。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表示， 目前香港经济基础中的正面因素居多， 今年
增长将实现2011年之后的最强劲表现。

今年香港经济增长
有望创六年新高

受雇卸鱼摔成重伤 索赔遭拒法律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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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问：今年上半年，父亲被同村的张某喊去城里做点

工，帮高某拆除旧房。做工过程中，父亲在屋顶拆除瓦
片因椽子断裂摔下受伤导致截瘫。 张某和高某互相推
卸责任，我们到底应找谁赔偿？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您父亲是在
张某承包的拆房工地上做工时从椽子上摔下而致伤，
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高某作为房主在发包拆房
工程时， 没按有关规定对承包人张某资质进行严格审
查，将自己的拆房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张某，主观
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您应该带父亲到鉴
定机构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计算相应损失，要求张某和
高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孩子秋游受伤
学校担责吗

问：女儿7岁，上小学二年级 ，前几天学校组织秋
游，我们缴纳了秋游费用。秋游当天老师给我打来紧急
电话，告知女儿在秋游过程中摔伤，造成肘关节骨裂，
已在住院治疗。学校仅垫付了一万元医疗费，其余就不
再负责，理由是学校与旅行社签订了合同，约定这次秋
游由旅行社以组团出游的方式承办， 费用直接由旅行
社收取，学校仅起协调作用，学生在旅行过程中发生的
任何事故，均由旅行社负责，而且学校在出行前组织了
安全教育，学校不承担责任，应该由家长直接找旅行社
负责。请问这说法合理吗？

法律专家回复： 签订旅行组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是学校与旅行社，您女儿与旅行社之间并无合同关系，
也不存在合同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的，不承担责任。根据您所述，学生到达秋游景区后，
大部分老师把学生交给旅行社导游后便自行活动，没
有全程陪同、管理学生，学校未依法履行教育、管理、保
护及预防学生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法定义务， 应对学
生的受伤承担全部责任。

法制周报记者 庹妮妮

受雇卸鱼时不慎从车上跌落， 易伟
（化名）在医院一躺就是一个多月。不仅医
药费花去了数万元， 还留下了后遗症，不
得不接受二次手术。

让易伟倍感气愤的是，当初雇他卸鱼
的卖鱼老板王云（化名），支付5000元后
就拒赔了。易伟只好决定打官司。

法庭上， 易伟向王云索赔27万余元。
王云却提出，他与易伟一样，都是替送鱼
的老板打工。双方就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劳
务关系争论不休。最终，官司经过一审、二
审，易伟获赔14万余元。

受雇卸鱼从车上跌落致残
年过五旬的易伟是湖北人。据与其合

租的同伴介绍，早从2010年起，易伟就到
长沙从事卸鱼的工作。

记者从起诉书上获悉，2015年2月1
日，受长沙市雨花区天华小区水产鱼市场
卖鱼老板王云的雇请，易伟等人前往市场
卸鱼。当天下午2时许，因在卸鱼过程中
与人发生碰撞，易伟从车上摔了下来。

事故发生后， 王云向洞井派出所报
案。 易伟被立刻送往市中心医院救治。在
医院治疗37天后， 易伟才出院回了湖北
老家。不想，在康复过程中，他又出现了头
晕症状，被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再次手
术 。 两次住院 ， 易伟共花费医药费
64563.42元。

据易伟的委托律师欧阳婷介绍 ，
2015年5月30日，湖南省鉴真司法鉴定中
心对易伟的伤情作出鉴定意见，评定其构
成八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易伟一直在家休息，无
法正常工作。”欧阳婷介绍，易伟不仅产生
了误工损失，其身体健康状况堪忧。王云
在支付了5000元医疗费后， 便拒绝再履
行赔偿义务。

无奈， 易伟决定将王云告上法庭，请
求法院判决王云赔偿其医药费、后续治疗
费、误工费等等，合计276996.95元。

被告声称自己并非雇主
“一审的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支

持了易伟的诉讼请求。”欧阳婷告诉记者，
根据洞井派出所所做的《报警案件登记
表》记载，易伟为王云卸鱼，两人之间为劳
务关系。易伟在卸鱼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
义务，以致与他人发生碰撞，酿成自身损
害，其存在一定过错，结合本案事实，雨花
区法院酌情认定王云负60%的赔偿责任。
判决王云支付赔偿款148753元。

王云不服，遂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易伟
的诉讼请求。

“我和易伟都是替送鱼的老板打工
的，我们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身份是平
等的。”二审法庭上，王云表示，虽然《报警
案件登记表》的报案人是他，但他并不是
以雇主身份报警，而是以共同帮别人打工
的同事的身份报警的。

“聘用易伟卸鱼的是送鱼老板。”王云
认为，自己并非本案的责任主体。易伟除
自身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外，撞他的人
也应对其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在王云看来，他既不是雇佣易伟的人，
也不是造成易伟摔伤的直接侵害人， 一审
判决认定他承担60%的责任没有事实根据。

法院判决卖鱼人担责六成
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报警案件登记

表》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易伟系王云联系后
才来卸鱼，其卸鱼的工资也是王云支付，故
可认定易伟和王云之间劳务关系成立。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
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易伟在卸鱼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对
其损害有一定过错，原审法院结合双方
的过错，酌情让王云承担60%的赔偿责
任并无不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相关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
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
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第三
人追偿。因此，本案中易伟选择向雇主王
云请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

最终， 长沙中院驳回了王云的上诉，
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劳务过程中
受伤如何维权

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常见，不同的劳
务关系有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

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过程中
受到伤害的为工伤，按照工伤处理程序要
求社会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赔
偿责任；雇佣关系中，雇员从事雇佣活动
受到损害，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个人劳务
关系中，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无偿
帮工关系中，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
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可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不同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法律适用，
也有不同的责任承担主体。 劳务过程中受
到伤害，首先要分清是何种法律关系，找对
赔偿义务主体， 按照正确的法律途径来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述案件属于提供个人
劳务人身损害， 这类案件首先须证明存在
个人劳务关系：一是主体方面，只有当劳务
关系的双方都是个人，才能适用《侵权责任
法》第35条的规定；二是有偿性，提供劳务一
方从劳务接受者处获得一定的收入， 如果
是无偿帮工属于好意施惠， 不适用该条法
律，按照其他法律关系来处理。

要证明个人间存在劳务关系，需提供
以下相关的证据：书面的劳务合同，注明
双方姓名、提供劳务的期限等内容的劳务
合同，是证明劳务关系的直接证据。如果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可以提供以下凭证
证明劳务关系的存在，如：劳务工资支付
凭证；与劳务工作有关的聊天记录、登记
表；其他工友的证言等等。

其次，需证明侵权行为系提供个人劳
务发生。个人提供劳务侵权案件中，因为
劳务的临时性和不规范性，证据往往很难
收集，在上述案件中，事故发生后，当事人
及时报警，公安及时出警并制作了《报警
案件登记表》，是很有效的证据，也在本案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拆房摔伤
应找谁赔

� � � � 据新华社芬兰考沃拉11月10日电 一班载有41个集装箱
的国际铁路列车10日从芬兰铁路枢纽城市科沃拉驶向终点
站西安港。这是中国与北欧国家之间的首趟中欧班列。

据介绍，首趟班列主要装载电梯配件等机电设备，还有食
品、纸浆等商品，途经芬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从霍尔果斯
口岸入境中国，全程9000多公里，历时16到18天。该线路初期
每周从科沃拉开出一列，同时从西安港对开一列。

中国与北欧国家
首趟中欧班列开通

下期奖池：4314342249.60（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08 8 9 1
排列 5 17308 8 9 1 9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32 11 17 23 26 27 01+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00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王
亮）今天，株洲汽车博览园国际卡丁车
赛场引擎轰鸣、惊呼声不断，中国·株
洲2017CKC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总决
赛在这里举行， 为数千观众带来一场
国内顶尖的卡丁车竞技。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 设6个组别，
共计100多名车手参加，将先后进行计
时赛、预赛、预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

今天的开幕式上， 国内顶尖的特
技车队为观众带来惊险的表演， 连环
漂移、竖立行驶等高难度驾驶技巧，引
发观众阵阵欢呼。场边，一辆辆整装待
发的卡丁车排列在发车线上， 一旁的
车手身穿紧身赛车服，戴着赛车头盔，
专业帅气。

随后进行的预赛中， 一辆辆卡丁
车在赛道上风驰电掣，引擎的轰鸣声，
选手的超越， 都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了
新鲜刺激的赛车体验。

据介绍， 卡丁车运动是汽车运动
中的一个特殊类别， 它不仅是汽车场
地竞赛的一个项目， 同时门槛相对较
低，可供大众休闲、健身娱乐，世界顶
级赛车赛事F1的很多车手都是由卡丁

车赛手成长为F1车手的。
本次总决赛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

动联合会、株洲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南
省体育总会、 株洲高新区管委会联合
承办， 是株洲市首次承办的国家级赛
车运动赛事。 株洲汽车博览园位于株

洲高新区，2016年11月6日， 株洲高科
集团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 将携手把株洲汽车
博览园打造成为集汽车运动与体验、
汽车文化与延伸产业、 汽车户外休闲
与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赛车场。

CKC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总决赛株洲开赛

百余车手赛道“炫技”

� � �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王亮）
专业的DJ、拉拉队，全程的网络直播以
及4强赛主客场制， 经过创新改革的全
省大学生篮球赛今晚在长沙“全新”亮
相。率先进行的揭幕战中，东道主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男队以97比40大胜湖
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男队。

2017年湖南省大学生篮球比赛由
湖南省大学生篮球协会联合湖南翼腾
体育全新打造，设大学男子组、大学女子
组、学院男子组、学院女子组、高职专科
男子组以及高职专科女子组， 全省共有
35所高校、55支队伍报名参赛。 比赛分
为赛会期和4强赛期， 其中赛会期比赛
时间为11月10日至17日，比赛地点是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4强赛期采取主
客场制，比赛时间11月19日至26日。

除了4强赛采用主客场制， 开创了
湖南大学生篮球赛的先河外， 本次比赛
所有场次都将进行网络直播， 所有参赛
院校的学生都可以随时随地观看比赛，
并通过“我奥篮球”APP全方面地了解赛
事信息。

省大学生篮球比赛
“全新”亮相

全程网络直播
4强赛采用主客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