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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勇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发布
后，立即引来各方热切关注。“乡村振兴”怎
么干？要达到何种目标？什么样的标准才称
得上“乡村振兴”？这份文件给予了全面阐
释，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纲领性文
件。

“乡村振兴”大潮骤起，难免一哄而上，
泥沙俱下。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出
台了一系列“禁止性规定”。比如，“严禁工
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严格禁止
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
会馆”； 比如 “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法违规变相举
债 ”；再比如 “除党中央 、国务院统一部署
外 ， 各部门一律不准再组织其他检查考
评”。列出“负面清单”，画出红线、底线，为
的是让“乡村振兴”有序推进、良性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要防止穿新鞋走老

路。乡村怎么振兴，不可能千村一面，但有
一点是共性的， 这就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把好山好
水打造成农民致富的“聚宝盆”。

推进“乡村振兴”，就要求真务实，防止
形式主义的东西添堵添乱。最近，媒体曝光
一些地方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表格、 数据
满天飞，以形式主义的手法应付上级检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党中央把检查
考评的权力上收， 就是针对地方形式主义
下刀子， 让有限的人财物投入到 “乡村振
兴”当中去。

推进“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是关键。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对弄
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严肃查处”等，这一
系列“禁止性规定”，就等于为“乡村振兴”
建起了“防火墙”，保证这项战略在实施过
程中不走形、不变样，保证给广大农民带来
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湘时评

建“防火墙” 奏“振兴曲”

社区青少年在写春
联。日前，长沙市芙蓉区文
艺路街道文艺新村社区开
展“翰墨迎新春·笔韵送祝
福”主题活动，书法爱好者
指导中小学生书写春联和
福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丽慧 摄影报道

翰墨迎新春
笔韵送祝福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委托，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向群代表省委、省政府约谈7县（区）党
政负责人。

因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不实、问题凸显，花
垣县、慈利县、辰溪县、衡南县、湘阴县、攸县、
回龙圩管理区被通报。7县（区）委书记分别作
检讨，并就如何落实整改表态。

陈向群强调，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
的重中之重， 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
识，认真查找原因，及时整改到位。要坚持问

题导向，严守搬迁对象精准的界线，严格落实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界定标准。严守
住房建设面积政策的红线， 建档立卡户人均
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 严守不因搬
迁举债的底线，自筹资金人均不超过3000元、
户均不超过1万元。 严守资金项目管理的红
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安置方式，主要
实行3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 严格落实建设及
交房标准， 必须达到基本入住条件才可交房
验收。

陈向群指出， 要把约谈压力转化为为民
担当的动力，举一反三、知耻后勇，扎实做好

今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确保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又讯 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办6日通
报，经督查巡查及年度成效考核，花垣县、慈
利县、辰溪县、衡南县、湘阴县、攸县、回龙圩
管理区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 暴露出搬迁
对象不精准、分散安置比例高、建房选址不科
学、住房面积把握不严等典型、突出问题。

联席办要求各县 (区)�引起高度重视，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原
因，举一反三、狠抓落实，将问题整改到位，高
质量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不实、问题凸显

7县（区）负责人被省委省政府约谈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在长沙召开。会
上，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强调，
要自觉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抓紧抓好，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许显辉主持会议， 省人民检察院
主要负责人游劝荣出席会议。

黄关春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扫黑除
恶，打击的是黑恶势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
赢得的是党心民心。 要以决胜的精神状态和
雷霆万钧的行动， 坚决扫除黑恶势力这个社
会毒瘤，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切实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他强

调，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下重手，迅
速形成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 将黑
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严防坐大成势。要强
化源头治理， 积极构建涉黑涉恶打防管控工
作体系，开展扫黑除恶人民战争，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土壤，构
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

黄关春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对本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负总责， 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是扫黑除恶斗争第一责任人， 党委政法委
和政法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
要靠前指挥，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扫黑除
恶重大政治责任。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黄关春要求，形成对黑恶势力犯罪压倒性态势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屈艳）今天下午，副省长何报翔率队
赴岳阳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他强调，安
全生产责任大于天，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加紧安全生产宣传，加大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加强旅游市场整治和监
管，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
节。

当天，何报翔率省旅发委、省安监局、
省交警总队、省消防总队、省商务厅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首先来到岳阳市圣安寺景区，
实地检查景区安全设施设置情况。 何报翔

详细询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后指出，
春节临近，游客数量将会激增，公共安全工
作是头等大事，必须抓紧、做细、严管，保障
节假日游客安全。

何报翔一行走进洞庭汽车站， 查得
严、 问得细， 还登上客车与司乘人员交
流，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听取相关负
责人汇报后，何报翔强调，要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禁止超载、超
速、 疲劳驾驶、 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安全无小事，绝不能思想麻痹、放松
警惕，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节假日安
全工作。

何报翔赴岳阳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李旭云）酝酿6个多月后，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花鼓戏《耀邦回乡》今晚在
上海人民大舞台进行了首场演出，700多
位上海观众观看演出。

《耀邦回乡》截取1962年至1964年胡
耀邦同志回湖南湘潭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并
赴浏阳蹲点发生的5个小故事，颂扬了胡耀
邦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不搞特权、关心群众
疾苦的崇高品德， 揭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优良作风。

《耀邦回乡》此次亮相上海，将参加第

2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选，接
受白玉兰戏剧奖55位评委的观摩评审，将
重点角逐集体奖、主角奖、配角奖3个重要
奖项。该剧也是上海人民大舞台2018年重
点引进的第一部主旋律舞台作品。

《耀邦回乡》是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并荣获2017年湖南省第十三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长沙市
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该剧从2016年12月首演至今，已经公演45
场， 是长沙市目前公演场次最多的花鼓戏
精品剧目。

《耀邦回乡》亮相上海
将角逐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何佳玲） 记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2018年“湖南好人”1月榜单揭晓，经湖南
各市州及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层层推荐、网
上投票、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26位群众身
边好人入选。

祁东县四明山林场的护林工人王黑
子，2005年主动请缨调到最远最难的腾云
岭工班护林。在护林过程中，王黑子带领巡
护队与不法分子发生激烈冲突， 他的右手
被歹徒砍伤， 最终盗伐者被他们一举擒获
并绳之以法。从1990年起，王黑子每天要走
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山路查山巡逻，28
年来他步行巡山的总里程可绕地球5圈，由
他管护的山林也极少发生盗伐现象和森林
火灾。他获评为“敬业奉献湖南好人”。

年过六旬的周来旺是双牌县人。
2016年5月24日，一名11岁的小女孩在上

学的途中突然遭到一位年轻男子持刀追
砍。瞬间，小女孩的头部、面部均被刀砍，
顿时血流不止。 路过此地的周来旺见状
后，立刻扑向持刀男子，双手死死地抓住
男子持刀的手，并顺势将男子按倒在地。
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凶器被成功夺下。
随后，小女孩被送入医院进行抢救，脱离
了生命危险。周来旺因此获评为“见义勇
为湖南好人”。

“湖南好人” 评选旨在挖掘在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5个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身边好人。此次
评选中，李体坚等6人获评为“助人为乐湖
南好人”，许志礼等6人获评为“孝老爱亲湖
南好人”，王黑子等6人获评为“敬业奉献湖
南好人”，周来旺等4人获评为“见义勇为湖
南好人”，谢华芝等4人获评为“诚实守信湖
南好人”。

护林工人28年巡山“绕了地球5圈”
26人入选1月“湖南好人”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曹娴）曾引领

湘产汽车迈入新征程的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
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广汽菲克”），2017年又
有新飞跃。广汽菲克今天发布消息称，2017年
汽车产销首次双双突破20万辆， 比上年增长
40%以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临近春节， 位于长沙经开区的广汽菲克
工厂内依然在紧张运转。记者了解到，公司正
在导入一款7座中大型SUV（运动型多用途汽
车）———“大指挥官”， 新车有望在今年4月的
北京车展发布亮相。

抓住市场消费需求， 广汽菲克近两年陆
续推出适合城市家用的国产Jeep“自由光”
“自由侠”“指南者”3款越野车， 以高分斩获
C-NCAP五星安全评价(中国新车评价规程，
即将在市场上购买的新车型， 按照比中国现
有强制性标准更严格和更全面的要求， 进行
碰撞安全性能测试）； 精细布局SUV细分市
场，Jeep目前的国产车型实现了13万元至30
万元区间的覆盖，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高品质源自世界级制造。目前，广汽菲克
已形成长沙、 广州两个整车工厂和一个发动

机工厂的生产布局，3个工厂产能同时扩大，
并一起获评 “世界级制造（WCM） 铜牌工
厂”。

2017年12月，广汽菲克还在长沙建成亚
太区首家“世界级制造学院（WCMA）”，包
括3个大型实训场、7间多媒体培训室， 下设
模拟生产线、销售培训中心、安全道场、设备
专业维护等区域， 致力于更为专业系统的
WCM建设和人才培养推进。

广汽菲克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继续发
力高端SUV市场。

广汽菲克2017年产销均破20万辆
比上年增长40%以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今年继续发力高端SUV市场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肖军
通讯员 吴贵勇 伍交才

挂灯笼、打糍粑、购年货……连日来，在
溆浦县龙潭镇阳雀坡古村落，古老的草把子
龙灯、花灯、蚕灯以及当地婚俗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与表演，让自驾游客流连忘返。

“民俗文化兴，乡村旅游旺。”在院子里
卖腊肉的阳雀坡村村民杨超告诉记者，来游
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土特产品俏销。糍粑、腊
肉、板鸭、腊香干、油豆腐、猪血丸子……村
民们纷纷把自家做的土特产品摆在院子里，
让游客们选购。“越玩越有味，要动员亲友们
来这里过年。” 来自广州的游客贺子冉兴奋

地说。
据了解，春节期间，溆浦县穿岩山国家

森林公园景区将迎来旅游高峰。景区从农历
正月初二开始，将轮番上演舞龙灯、蚕灯、故
事灯、彩船灯、板凳龙、木脑壳戏、阳戏、抛绣
球、迎亲、纺纱、挑花、刺绣、打糍粑、制腊味
等民俗文化节目，让游客感受浓厚、香甜的
年味。目前，景区农历正月十五前的客房和
民宿客栈已在网上预订一空。

“我市推出了‘甜甜的怀化，雪峰山的年
味’系列活动，以期达到‘游客快乐过年、农
民就地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目的。”怀化
市旅游外侨局局长张娟告诉记者，雪峰山下
的怀化各地为游客准备了丰富的春节旅游
大餐。市旅游外侨局面向市民，发行了“嗨游
怀化”全域旅游卡，整合了洪江古商城、通道
万佛山、皇都侗文化村、黔阳古城等21个精
品旅游景区和多个精品旅游饭店、旅游购物
点，可轻松玩转怀化所有收费景区。

随着春节临近，洪江古商城开始热闹起
来，舞龙舞狮、演大戏、迎财神，景区精心准
备了多项活动，等待着游客们的到来。“这道
‘鸡茸’滑而不腻，闻起来有股淡淡清香，吃
起来非常清爽。” 女艺人赵亚米在洪江古商
城顺发食府为“洪福洪江年·好呷洪江”活动
现场录制视频， 逐一介绍各种美食的来源、
做法、吃法等。

文坡村水神节、 坪坦新春祭萨祈福、芋

头古侗寨祭萨节、坪寨油茶节歌会……从农
历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通道侗族自治县天
天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侗民俗活动。“腌鱼、腌
肉、腊肉、蜂蛹等，也都准备好了。”通道坪坦
乡皇都侗文化村天然居农家菜老板吴年跃
喜滋滋地说，他改建了两个吊脚楼，春节期
间床位都订满了。

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寨牙乡岩脚侗
寨，侗歌队队长杨富家天天接到联系演出的
电话。杨富家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在外“发
财”的老乡们陆续回了老家，侗寨《丝路女儿
国》表演名声在外，当地及周边外出务工人
员想看“现场直播”。 杨富家和村表演队商
量，决定演出天天进行。县里还将组织开展
岩脚“侗寨春晚”民俗大汇演、地笋苗寨“蝴
蝶妈妈”送福等一系列民俗活动。

洪江市黔城镇长坡团寨一直流传着“吃
长寿庖汤”的年俗。连日来，长坡团寨庖汤节
引来了众多游客，体验杀年猪、吃庖汤、打糍
粑、买年货等。庖汤制作的工序、食材特别讲
究，煮好的庖汤香气四溢，油而不腻，回味无
穷。“这里年味很浓，特别是庖汤味道很鲜。”
来自北京的游客易湘华这样评价。

春节期间， 侗乡新晃将举行龙灯巡游、
鼟锣比赛，鹤城区将举办怀化大峡谷“登黄
岩游峡谷”登山祈福大型联谊会等。

甜甜年味，嗨游怀化。民俗浓郁的雪峰
山下，将给各地游客奉献一个快乐年。

雪峰山下 年味甜甜

2月5日晚 ，郴州市苏仙区举办“走进新时代，建设新苏仙，民族团结一家亲”春节联
欢晚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的演员帕尔哈提·热克甫和苏仙区文体新局音乐专干
李佳合唱《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喜迎新春。 黄建华 摄

民族团结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