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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雨 梁新

对奋斗者而言，春天是出发的季节，也是播
种的季节。 带着湖南人民的重托，在湘全国人大
代表和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汇聚北京，共赴春天
的约会。全国人大代表成新湘为湘绣保护传承与
发展创新鼓与呼，全国人大代表秦玥飞想为贫困
村引入更多的年轻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徐自强呼
吁将全科医生留在基层， 改善基层医疗条件，更
好地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连日来，在版面上、话筒前、镜头里，来自各
个行业、各条战线的代表委员尽情抒发着满腔的
豪情和干劲。通过自己务实、勤勉的履职，体现中
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更大效能，这就是代表和
委员们在这个春天里的奋斗。 他们行使权利、建

言发声，表达着一方民意与诉求，并在人大和政
协制度的高效运转中，达成广泛共识，形成统一
意志，化为普遍行动。

代表委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更是立
足本职 、爱岗敬业 、锐意进取 、改革争先的奋斗
者。 全国人大代表胡春莲在基层护理岗位上，勤
勤恳恳一干就是32个年头；基层代表向长江作为
邵阳市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村主任，上山下田入
户，带领村民实干，帮群众脱了贫。 卡莱尔说：“停
止奋斗，生命也就停止了。 ”代表委员们以奋斗实
绩在社会上树起实干的标杆。

近日，新湖南客户端上还有一个专题让人热
血沸腾，《你的奋斗，世界看得见》。 在这里，普通
人的奋斗经历、未来期盼化为文字在新媒体上广
泛传播。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奋斗以求改善生活，是可敬的行为”。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巨轮乘风破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每一
位奋斗者、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都值得赞美
讴歌。

实干是新时代的底色， 奋斗是实现一切美好
的“打开方式”。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全面深化
改革如何向纵深推进， 三大攻坚战任务怎样分解
落实， 民主法治如何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这一个个宏大的议题，还将被充分讨论和审议，最
终化为路径清晰的施政纲要。

人人敬业奉献 ，国家发展进步就有了不竭
动力 ；用奋斗的方式 “逢山开路 ”，实现个人的
梦想也就有了坚实基础 。 拥抱新时代 、筑梦新
时代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具有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 。

耿银平

近日， 中宣部命名第四批50个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其中，我省株洲市图书馆、
娄底市娄星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中
心被命名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国
家电网龙山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班
长张国强、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高级教
师刘玲琍被评为岗位学雷锋标兵。

荣获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
位学雷锋标兵，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这些单位和个人， 将雷锋精神融入了
血脉， 不仅让崇德向善的举止造福他
人，也让自己得到更多动力和快乐，提
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因为每一次
学雷锋的善举， 都是一次精神净化和
心灵升华。

人， 是应该有点儿精神的。 这个
“有精神”，就是在强调，身在熙熙攘攘
的现实社会， 需要用雷锋精神进行自
我净化：追求个人发展，更要挑起社会
责任；注重个人前途，更要考虑公共利
益。雷锋精神，指引我们摒弃庸俗和自

私思维，树立胸怀家国、努力奋斗的理
想信念。

雷锋虽从事了好几种职业， 但无
论是工人、通讯员还是士兵，他总是干
得风生水起。当下的人们，如果也有这
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职业定力 ，就
能克服 “这山望着那山高” 的职业浮
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
成为出色的劳动者。雷锋精神，指引我
们及时剔除惰性和倦怠思维， 激活爱
岗敬业、乐于奉献、勤于创造 、精益求
精的职业精神。

雷锋的伟大,还在于对待别人的困
难，他总是充满热情、竭尽全力地给予
帮助。雷锋的这种广阔而无私的爱，是
他留给我们的道德财富： 注重物质创
富，也不忘精神内核；注重个人利润 ，
也不忽略道德本位。雷锋精神，指引我
们祛除冷淡和漠然， 用豁达执著栽培
守望相助、出入相扶、热情厚道 、彼此
信任的社会公德。

“人人可学、处处可为”“积小善为
大善”。雷锋精神在全国各地如春天之
笋，破土生长！

付彪 杨玉龙

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3月2日在全国
上映。上映首日3小时，便突破中国此类电影票房
纪录，并成为同档期影片上座率第一。不少观众
表示， 这部电影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
既让人感动落泪，更让人骄傲自豪。

一部影片，让大国雄姿跃然银幕之上。《厉害
了，我的国》从圆梦工程、创新驱动 、协调发展 、
绿色中国 、共享小康 、开放中国等方面 ，以宏大
视角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
影片不仅记录了中国桥 、中国路 、中国车 、中国
港 、中国网等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 ，还展示
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 全球
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蓝鲸2号 ”、磁悬浮列车
研发 、5G技术等引领人们走向新时代的里程
碑般的科研成果 。当一幕幕壮观恢弘的航拍镜
头从眼前掠过 ，中国力量 、大国雄姿带来的震
撼与自豪感 ，扑面而来 。

普通人的故事催人奋进。 除了展现辉煌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还将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的奉献和

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呈现出全国人民积极自信、
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科学家、工程师、拓荒者们诉
说着对理想的执著与坚守， 他们是谱写时代鸿篇的
挥毫泼墨者。 还有筑起全世界最大人工林的塞罕坝
上三代人，保家卫国的威武之师，挨家挨户探访的基
层扶贫干部……不少观众深有感触地表示，《厉害
了，我的国》超有正能量，它召唤我们每个人不忘初
心，用奋斗书写无悔人生。

《厉害了，我的国》，所展示的不仅是“厉害了
我的国”，也是“厉害了我们的党”“厉害了我们的
人民”！

何勇海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
日前印发 《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强调要将提升普通
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部门、 教育部
门扶贫工作绩效考核， 列入驻村干部
和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任务 ，消
除因语言不通而无法脱贫的情况。

将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绩效考
核，表面上看，是给地方扶贫工作增加
了一项工作内容、一项考核指标，尤其
在落后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相
关部门肩上的担子可能更重了。 统计
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底 ，我国西部
和东部的普通话普及率相差20个百
分点，大城市普及率超过90%，而许多
农村和民族地区只有40%左右， 有的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甚至更低 。 有观
点因此认为，在扶贫考核中加入普通
话推广 ，未必见效且徒增负担 ，不要
也罢。

其实，类似观点绝对是一种误区。
“扶贫先推普”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意
义重大。 宏观上说，在现代社会，语言
文字的重要性不亚于水和空气， 它是

人际交往的基本工具，关乎文化繁荣、
民族团结、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微观上说， 推广普通话就是一种
扶贫。 当下，一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存在的语言交流问题， 日益成为精准
扶贫的障碍之一。 很多群众不会说普
通话， 甚至不少基层乡镇干部也说不
上几句， 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了扶贫
开发、创业指导、技术培训 、推送致富
信息等活动的开展。 而这些地区的青
壮年劳动力即使外出打工，也会因“语
言关”面临应聘难、学习技术难 、融入
难等问题。

把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攻坚战如
此重要，但总的看，各地更加重视物质
扶贫， 对包括普通话推广在内的文化
扶贫的行动不够到位。 在扶贫第一线，
笔者就遇到基层干部很费力地用一口
方言介绍他的脱贫规划， 但并没意识
到解决自己的普通话能力缺失， 本身
就是一项带有紧迫性的任务。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推普。 可见，
让扶贫绩效考核过一过 “语言关”，消
除因语言不通而脱贫困难的情况 ，绝
不是多此一举，反而刻不容缓。

让教师脸上
充满笑容

全国两会首场 “部长通道”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亮相“部长通道”时表示，
将从提高地位待遇， 改革教师配备
制度， 振兴师范教育， 加强教师使
用，保障保护教师合法待遇，重振师
道尊严、全社会尊师重教等6个方面
提升教师的地位。

陈宝生表示， 今后将明确公办
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
位， 确保教师工资不低于甚至高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要将这
些具体措施“落实到教师心里去，让
他们脸上充满笑容。”

文/宗鹤 图/朱慧卿

新时代因奋斗而精彩 学习雷锋，
就是一种精神成长

“扶贫先推普”绝非多此一举

《厉害了，我的国》何以澎湃你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24 1 9 6 2 7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9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56 4 4 6
排列 5 18056 4 4 6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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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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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4 日

第 201805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13 1040 845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83 173 308459

9 8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3月4日 第201802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3610204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8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481039
2 34458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24
55421

1127359
9242152

40
1898
40892
327723

3000
200
10
5

0219 26 31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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