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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新华社万象11月13日电 （记者 陈贽
霍小光 骆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13日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对方发展成就，同
意加强交流互鉴，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老
挝革新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继续秉持好邻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巩固中老
传统友好， 推动长期稳定的中老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共十九大
和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老挝坚持走本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积极评价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 强调相信在以本扬总书
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老挝人
民一定能够在全面革新事业中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

本扬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成功，
高度评价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思想， 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朝着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迈进。本扬指出，
中共十九大的成果也将对新时代社会主
义理论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友好、合
作、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传统睦邻友好历久弥坚。建交56年
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
续扩大，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全

面深入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中老理想信念相通，两国关系战
略定位高远，发展空间广阔。中方始终珍
视中老传统友谊，高度重视同老挝关系，
愿同老方携手努力， 不断丰富和发展高
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使两国永远做好邻居、 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

本扬表示， 感谢习近平同志连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后首次出访就来到老挝， 相信
此访将深化两国传统友谊， 推进两国各领
域合作，为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
指明方向， 推动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老挝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感
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帮助，将坚持按照“四
好” 精神不断推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支持中国为促进国际和地区稳定和
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和本扬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
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老同为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在彼此信赖
的基础上，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利于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

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互访的优良传
统，引领和指导新时期中老关系发展。加
强两党友好交流合作， 深化治党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加强外交、国防和执法安全
领域合作。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 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
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
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莲玉、
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党组成员、秘书长
彭宪法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谢勇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实施细则》，传达了省委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班精神。 大家紧紧

围绕集中学习主题，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进
行了深入学习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 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
历史性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总揽全局、 高屋建
瓴，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命题，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的决策部署， 为党和国家事业新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党员干部，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迅速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立
足岗位，扎实工作，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
和人大机关党的建设。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评论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
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世纪50年代，“双百” 方针的提出，迎
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花似锦；20世纪80年
代，“二为”方向的明确，校正着社会大变革
时期文艺的方向； 在迈向百年梦想的新时
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指
导方针。

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湖湘文化独具
一格，历史给每个湖南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
历史遗产。走向未来，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湖湘文化新的辉
煌，建设文化强省？这是我们必须答好的“时
代之问”。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湖湘文化
是湖南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
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形成的有别

于其他区域的文化标识。 在湖南这块土地
上， 曾孕育出灿若星辰的杰出历史人物，创
下“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的
辉煌。再看今天，不论是湖南人“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的鲜明性格，还是“吃得苦、霸得
蛮、扎硬寨、打硬仗”的发展狠劲，无不来源
于对湖湘文化的认同。

致力建设文化强省， 湖湘文化是底座、
地基，是支撑我们自信的基石。但“两创”方
针的要义是创造和创新， 是转化和发展。以
“我的祖上也曾经阔过” 的心态自我陶醉无
济于事，简单地重复湖湘文化的概念也是懒
汉行为。必须处理好“古与今”“守与变”“中
与外”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
长补短。心忧天下还得脚踏实地；敢为人先
不能无视规则；“霸得蛮” 的狠劲是好的，但
不要拒绝通权达变的灵活；“打硬仗”的精神
要用在事业上，而不能“窝里斗”。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沉睡
千年的典籍等待我们去激活，新的文化高峰
等待我们去攀登。“走出去”“引进来”， 湖湘
文化在世界文明交流融合中兼容并蓄，才能

不断增加着自身的广度和厚度。
表达是文化的外衣。 创新表达的魅力，

在于它总能用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为天空装
点斑斓。 习近平总书记不但在研机析理、治
国理政上活学活用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髓，而且也用雅俗
共赏的“习式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创新表达
的标杆。他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恰到好处引用
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比如：用“人间正道是
沧桑”表达道路自信，用“敢教日月换新天”
彰显进取精神，用“乱云飞渡仍从容”揭示战
略定力 ，用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
好”形容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高新科技、 大众应用层出不穷的今天，
我们应当不断寻找、创造、尝试湖湘文化传
播的各种手法、形式，让湖湘文化在化蛹成
蝶中蜕变，在焕然一新中“潮起来”。

创新开放的新时代，给了湖湘文化又一
轮厚积薄发的契机。期待名家、大家、领军人
物辈出，创新创意、精品力作引领潮流，文化
企业、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湖湘文化盛景迎
面而来，惊艳天下！

在“两创”中实现湖湘文化蝶变
———“拥抱新时代 建设新湖南”系列评论之七

习近平同本扬
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
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统领人大工作

省人大两级党组开展集中学习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唐婷）今天
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 专题研究全省水环境治理和水利建设、
农村自然村公路建设、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
设、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等民生工作。

会议指出，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关键要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把最终
成果体现在实干、实绩、实效上。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各项实际工作
中，体现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 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
目的， 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
为功。当前，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新变化，紧密结合我省实际，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扎实推进治水、修
路、办学、扶贫、济困等民生工作，以钉钉子
精神， 切实解决事关湖南长远发展和人民
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

会议原则同意《统筹推进“一湖四水”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思路建议（2018-2020
年）》和《湖南省水利薄弱环节治理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会议要求，要着
力解决水环境突出问题， 重点抓好洞庭湖
和湘江治理，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
题的整改， 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能力建
设；大力推进“一湖四水”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坚持河湖共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加强水利薄弱环

节治理，加快险工险段隐患处置，确保明年
安全度汛；整合资源，加大投入，严格考核，
确保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脱贫攻坚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实施方案》。会议要
求，压实责任，明确“省级统筹、市级组织、
县负主责”的建设模式；保障资金，确保工
程进度；科学规划，严格技术标准，适应农
村需要；加强监管，保证质量安全和工程效
益，确保2019年底全面完成脱贫攻坚自然
村公路建设任务。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贫困地区中小
学校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精心做
好规划设计，健全工作推进机制，省里加强
统筹指导，县市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建设条
件和配套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如期完
成。要加强管理和指导，选好校长、配强教
师，注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真正发挥教育
扶贫济困作用， 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
快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会议要求，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集中力量攻
关， 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
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要突出脱贫
工作重点，坚决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
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等
“硬仗”。要认真落实脱贫措施，做好组织保
障、资金保障、帮扶力量保障。要对照“三率
一度”和中央考核验收办法，奋力冲刺，补
齐短板，坚决完成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治水修路
办学扶贫等民生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青松

【镜头一：留守孩子的笑】
11月9日16时30分许，随着清脆的下课铃

响起， 沅陵县明溪口镇高砌头学校放学了。5
年级学生何卉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向校门口奔
去， 何卉的母亲何成秀笑容满面地向跑来的
儿子招手，有说有笑地带着儿子回家。

“妈妈在身边，孩子像个宝。”站在校门口
送学生的校长王连云感慨地向记者介绍，何
卉的母亲曾常年在外打工， 由奶奶照顾他的
生活。 长期缺少父母关爱， 孩子变得性格孤
僻。高砌头村“扶贫车间”建立后，孩子的母亲
回家到“扶贫车间”打工，何卉慢慢变得开朗
自信，学习成绩提高了很多。

“孩子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幸福。”何成秀
感叹道，“我上班的车间离学校仅300多米，便
于照顾孩子。在村里上班，收入比外地打工也
少不了多少。”

“我不用担心妈妈外出了。听说在外打工的
爸爸过年回来也不打算出去了， 我好开心。”拉

着妈妈的手，何卉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

【同期声 】沅陵县明溪口镇
党委书记杨毅群

创建“扶贫车间”后，镇村干部逐户动员
留守在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进 “扶贫车
间”，并宣传引导外出打工的贫困群众返乡就
业。在高砌头学校，就有不少贫困孩子的家长
返乡就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有了人气，产业才
会兴旺，乡村振兴才有希望。“扶贫车间”让家
庭更完整了，家乡更温暖了，对下一代健康成
长十分有利。

【镜头二：“4050”贫困村民的笑】
11月8日，吃过晚饭，沅陵县明溪口镇大

岩头村53岁的贫困村民粟二妹安顿好儿子，
便来到设在村部的“扶贫车间”上班。

车间设在村部闲置的两间空房里， 面积不

到50平方米，每个工位前放着一堆电子零部件。
一个磁芯零部件，不到2厘米长，每完成

粘胶、接角工序，年轻熟练女工只需5秒，而粟
二妹要用15秒。尽管手脚慢，但她不在意，车
间开工5个月，她照来不误。

“农闲时白天上班，这几天栽油菜、收板
栗，只好晚上来上班。”粟二妹解释道。

驻大岩头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向仁建介
绍，粟二妹的丈夫因故去世，她和30岁的残疾
儿子相依为命。 沅陵辰州磁电高科有限公司
在村里建立的“扶贫车间”一开工，村干部就
把她请进了车间。

“农忙时在田里做活路，农闲时进车间上
班，还能照顾儿子，每月能赚1500元左右的计
件工资。”谈起在车间干活的好处，粟二妹一
脸灿烂。

当晚有8个村民来车间上工，多为“4050”
留守妇女。但也有例外，这就是村里50岁的贫
困村民王闯。别看他是个大男人，一双粗糙的
手做起细活来，一点也不马虎。

荩荩（下转9版）

� � � � 车间建在村头，岗位设在门口，在沅陵县“扶贫车间”上班的贫困
群众喜在心头———

贫困村里看“三笑”

习近平分别会见越南老挝党政领导人

习近平再次会见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16版

阳明山传扬“和”文化
深读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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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图：11月13日，沅
陵县官庄镇易地扶贫安
置点内的“扶贫车间”。

小图： 员工米月青
在工作。

均为瞿宏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