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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观点】
积极开展送思想文化到贫困地区活动，

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内生动力，助推精准扶
贫。

【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当前一些贫困地区，有少数
贫困群众缺乏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当地文化艺术活动
开展少， 群众难以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
因此，充分发挥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作用，送思想文化到贫
困地区，是活跃贫困地区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提振贫困地区
人民群众志气和精神，激发他
们奋发向上动力的有效途径，
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杜美霜建

议 ，强化 “扶志是从根本上脱

贫 ，在长远上脱贫 ”的共识 ，组织发动宣传
思想文化部门及团体， 合力对贫困地区和
贫困群众开展扶志脱贫活动， 为贫困地区
捐建学习阵地和文化活动场所， 经常性送
文化宣传活动到贫困地区， 组建并辅导贫
困地区群众文艺团体。 出台鼓励支持在脱
贫攻坚过程中推进宣传思想文化扶志工
作的政策措施， 包括对捐建学习阵地的资
金补贴， 对送文化活动到贫困地区的经费
补贴， 对帮助组建和辅导贫困地区文化团
体给予奖励， 对贫困地区自己组建文艺团
体以奖代补等。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全国两会同期声

全国人大代表杜美霜建议———
提供精神食粮 促进精准脱贫

向长江代表
富起来后带领乡亲们脱贫奔小康

【故事】
1月31日，中央文明办发布1月“中国好

人”榜单，回乡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向长江
上榜，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全国人大代表向长江出生于邵阳市隆
回县岩口镇向家村， 高中毕业后走出大山，
打工创业。1995年成立华兴公司， 主要经营
酒店服务、驾驶人培训、工程建筑等业务，逐
渐发展成拥有员工2000余人、 年营业收入
达4亿余元的企业集团。

2014年，应父老乡亲的期望，向长江将
户口迁回向家村， 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从此，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4年来，向长江
自己拿出5000多万元， 修建、 改造村组道
路，解决村民饮水安全问题，帮助村里发展
油茶等产业，扶持养殖专业户做大……

“村里有8个村民小组，1000余口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5户、贫困人口218人。我
规定公司下属8家分公司对口帮扶8个村民
小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每人对口帮扶一户
贫困户。” 向长江说，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2016年向家村实现整村脱贫，人均收入原来
不到2000元，2017年已经接近1万元。

向长江还安排公司为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只要愿意进公司务工，百分之百优先安
排。”目前，共有100多位村民进入华兴公司
工作，实现了“就业一人、脱贫一户”。村里65
岁以上的老人， 向长江给每人每年发放
1200元补贴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从始至终， 老婆儿子都对他全力支持。
“全家人都认为， 富起来后， 就应该回报社
会、奉献他人。”向长江说。

【观点】
向长江说，自己是在“雷锋精神”影响下

成长起来的，“雷锋精神” 是一种助人为乐、
乐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他用感
恩的心来关心他人、回馈社会。

“一个人要做很多事也不可能，我希望
先把一个村做好，用自己的点滴行动，让乐
于奉献的精神在父老乡亲心中流淌，传递时
代正能量。”向长江说，奋斗是最美的姿态，
在脱贫攻坚中，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帮助
贫困人口早日脱贫奔小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向长江认为，建
设美丽乡村，乡风文明非常关键，要推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心聚力。

张涤代表
尽自己的力量让贫困群众

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故事】
会议间隙，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中医药大学附属一医院主任医师张涤时，他
正在驻地宾馆代表会客厅接诊一名小患者。

不输液，谨慎使用抗生素，每副药只要
十几元，治疗小儿咳嗽、哮喘、疳积等疾病效
果显著……张涤的名气口口相传， 中医药

“简便廉验” 的效应也由此突显。 他表
示，自己不是神医，只想踏实做个民

医。许多病愈小患者的家长想给他送锦旗以
示感谢，却总会“碰钉子”，理由是“不愿加重
患者的负担”。

把患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已经不自觉
地成为张涤的工作、生活习惯。每天要接诊
近200名患者的他， 依然不忍拒绝无号病患
就诊的请求，并为此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
了两个小时左右，“一是患儿病情变化快需
要马上诊断，二是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远道而
来、心情焦急，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帮他们解
决问题是医生应有的操守”。

同样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在寒冷中传递
温暖，在掌声中褪去浮华，这是张涤与雷锋
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精神共鸣。

2016年4月，张涤获得“湖南好人”的荣
誉称号。

【观点】
“不图虚名，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我

想这是雷锋精神永放光芒的原因。”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宁远县等边远地
区，也留下了张涤行医的足迹。张涤介绍，周
末空闲时间，自己会随着医疗队到各市、县、
乡进行义诊活动，有时候路途遥远，还要在
当地住上一晚，“喂喂蚊子”， 但张涤仍然觉
得值得：“怎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
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尽自己的力量让贫困群
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共享医疗事业发展
成果。”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
远坚守着你身边的岗位？”张涤这样为雷锋的
这句话进行注解：“我是医疗系统一颗最小的
螺丝钉， 已经在岗位上坚持了20几年并将继
续坚持下去。 我也愿意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专
业素养，以行动影响自己的学生、后辈，将一
个人的力量汇聚为行业与社会的合力。”

秦玥飞代表
传递服务农村的精神火种

【故事】
在耶鲁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

个专业的学习后，秦玥飞做了一个令身边许
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来到湖南省衡阳
市衡山县贺家山村，走上一条为村民服务的
实干路。

“想为了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做
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现任
衡山县白云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秦玥飞这
样形容自己的初衷。在贺家山村，他与乡亲
们一道，修水渠、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
院、推进乡村信息化教育。生活中，他与村民
亲如家人，谁家电器坏了，谁家“双抢”人手
不够，都会找秦玥飞帮忙。

2014年第一个村官任期届满， 他没有接
受组织提拔，而是选择到白云村继续任职。这
时他开始逐渐意识到， 靠跑资源的发展方式
是有局限的，要可持续地改变乡村的面貌，就
要通过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来“造血”。

“中国广袤的农村非常需要优秀的年轻
人”，2016年，秦玥飞发起“黑土麦田”精准扶
贫项目，招募国内外优秀的年轻人到国家级
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社会服务工作。目
前，该项目已经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退伍
军人、返乡创业者等各领域有志青年，深入
衡阳市定点帮扶贫困县花垣县开展驻村扶
贫，发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文化手工、

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成立以来，团队干劲很足，服务农

村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设计感突
出的传统苗绣、包装精美的姜汁软糖、独具
风味的剁椒腊肉……“扶贫创客”带领村民
们创造的扶贫成果进入超市，也在各大快递
网点被打包送向千家万户。

秦玥飞被评为“2016年感动中国人物”。
【观点】
“雷锋精神，贵在传承。”秦玥飞告诉记

者，想通过“黑土麦田”精准扶贫项目将服务
农村的精神火种传递下去。

他这样谈及自己对雷锋精神现实意义
的理解：“如何在服务乡村、奉献社会的同时
实现个人成长，我认为是新时代的我们值得
思考的问题。”

雷鸣强委员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故事】
3月4日傍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

省委副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正
准备着自己的提案。

这其中， 有这样一份提案———《加强对
档案工作者身体健康保护和关爱的建议》。
这份对他人身体健康保护和关爱的呼吁，与
他的经历有关。

“我的父亲是一名学雷锋标兵。”他告诉
记者，上世纪70年代，大家生活还未达到温
饱，他的父亲挑着一担谷子去打米，母亲等
着烧饭，父亲却很晚才回来，箩筐里面米少
了一大半。原来，他的父亲心善，路上碰到别
人家里缺粮，就给人家送过去了。

老家有一名残疾村民，父亲不仅帮他在
长沙找到工作，还经常给他送饭送菜，逢年
过节都把他请到家中一起过节，让他感受到
节日的温暖。

雷鸣强坦言，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影
响到了自己。他和家人会将家里的旧衣服、
旧书籍，打包送到急需的贫困村民手中。他
儿子读大学时，被派到省外高校交流一年。
碰巧的是， 跟雷鸣强同乡的一位村民家境
不好，孩子也在该高校念书。雷鸣强便叮嘱
儿子跟那位学生取得联系， 平时多一些关
心照顾。

【观点】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体现，一点也没有过时。”雷鸣强说，雷锋
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精神， 是奉献的精
神，也是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雷鸣强认为， 新时代践行雷锋精神，首
先要从身边做起。在一个集体中，要关心集
体，关心他人，多做奉献。另一方面，雷锋精
神也应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好
地作用。比如，帮助“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
国家发展， 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的雷锋精神，
就像当年白求恩到中国来支持中国抗战一
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仍需要
精神的温暖。我们每个人去关心他人，也让
我们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提升。 坚持学雷锋，
也是大家共同建设美好生活的一个重
要手段。”雷鸣强说。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奔赴全国两会， 代表委员们有备而来。
他们的行李箱中，都装了一些什么？

记者先后近距离采访了3位来自不同行
业的基层代表委员， 他们沉甸甸的行李箱
中，有“遗憾”，有期盼，更有风采。

在急诊科工作22年， 全国政协委员、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
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遗憾”。印
象最深的一次，有人溺水心脏骤停，现场
的人不懂急救， 电话辗转打到徐自强这
里，他指导对方实施心脏按压，遗憾的是
此时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溺水者最
终没能救回来。

2月26日， 新任全国政协委员集中培
训，徐自强把这份“遗憾”装进行李箱，一
同带到了北京。徐自强告诉记者，心脏骤
停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6分钟， 如果身边
有人懂得急救知识，将大大提高抢救成功
率，挽救更多生命。此次担任全国政协委
员，有了建言献策的渠道，徐自强把这份
“遗憾”写成了提案，呼吁推动全民普及急
救知识。

全国人大代表、“油菜大王”沈昌健的行
李箱里， 满满装的都是“来自泥土地的呼
声”。今年1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沈昌
健立刻展开了马不停蹄的调研，他一个一个
乡镇走访，与种粮大户面对面攀谈，记录他
们“掏心窝子”的话，一直到腊月廿八那天，

他还在调研走访。沈昌健把这些农民兄弟的
心声和期盼写成了一份份建议。他呼吁国家
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打下人
才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 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党
校教师童路雯的行李箱， 小心翼翼地放进
了一份“美丽的风采”———一件美丽的土家
织锦服饰， 由当地绣女用传统挑织工艺手
工编织而成的， 摊开来打量， 织锦用色古
朴， 花纹繁复， 不愧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童路雯说，自己是土家族，穿上民族服
饰参加大会开幕式， 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
土家文化风采，非常有意义。当然，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 童路雯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
责所在。她的行李箱里，还装了3份内容翔
实的建议， 涵盖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相关机制等内容。

左手织锦，右手建议，80后代表童路雯
表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既要当好百姓代
言人，也要向全国百姓展示人大代表昂扬的
精神风貌。

风尘仆仆，行囊满满，从洞庭之滨到首
都北京，记者看到，履职尽责，代表委员一直
在路上。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小苏带你看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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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时间再度开启，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承载7300万湖
南人民的重托，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住湘全国政协委员们如何履职
尽责共商国是、参政议政？他们的背后有怎样的精彩故事，将如何
传递“湖南声音”？《小苏带你看两会》走进全国两会现场，带你一同
见证。

以奋斗之姿
展时代风采

———代表委员
谈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张斌 见习记者 刘笑雪

又逢三月花开时。今年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55周年。55年来，中华大地上学雷锋活动长盛不衰，是
一面永不褪色、永放光芒的旗帜。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报邀请了4位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共话新时代的雷锋精神。代表委员们表
示，要以奋斗之姿，展雷锋精神的时代风采。

秦玥飞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雷鸣强委员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张涤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向长江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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