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予湖南省劳动模范和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的人员名单

� � �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段旖亮）一名杀人嫌疑犯在潜
逃过程中， 逃入社区医院劫持一名群
众。 警方接警后迅速出击， 将劫匪围
住，并派出谈判专家进行接触，经过数
小时的谈判，劫匪提出要喝水。 女特警
扮成的医生故意将手中的矿泉水扔
偏，趁匪徒弯腰捡物，果断开枪，击倒
劫匪。 这是今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特
巡警支队举行反恐处突演练的一幕。

此次演练，设置了入室抓捕、枪战
术、要人警卫、防刀斧砍杀、实情模拟、
警犬驯导、车辆盘查、防暴队形演示等
科目， 展示了公安特警的装备水平和
实战能力。

在车辆盘查演练科目中， 一台轿
车冲破交警数道关卡， 造成数名无辜
群众伤亡， 警方立即调度一号武装值
守点车组设法拦截，二号、三号武装值
守点车组及无人机组准备支援。 一号
值守点车组跟随嫌疑车辆， 设法将车
辆逼入五号公路；二号、三号值守点车
组迅速赶赴五号公路设置拦截点。 嫌
疑车辆被逼停后， 无人机进行高空喊
话，嫌疑人员拒不配合，武装值守车组
人员采取破窗抓捕强制措施， 成功将
嫌疑人抓获。

演练中，从快速集结、巧妙配合、
成功抓捕嫌疑人、 迅速恢复现场秩序
等演练细节， 检验了公安特警队伍反
恐怖袭击、维护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能力。

�荨荨（紧接1版②） 他强调， 减负是一项
综合性工程， 不仅是教育问题， 还是社
会问题， 需要各方合作、 共同努力推动
问题的解决。 要顶层设计、 合理减负，
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真正把减负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 制定切实有效的政
策， 减掉那些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 要

育人为本， 科学减负， 教育部门要始终
坚持立德树人的本质， 减负不减教育质
量， 加强素质教育， 净化教育生态； 要
综合治理、 协同减负， 全社会要从舆论
导向、 校内校外、 考试评价等各方协同
配合， 打好“组合拳”， 系统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过重负担， 让孩子能快乐健康

成长。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袁贵

仁，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
任丛兵，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盟湖
南省委主委杨维刚参加调研， 副省长吴
桂英、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参加座谈或
陪同调研。

沈道远

4月26日， 国新办举行优秀基层干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
来自山东临沂市的王传喜、安徽金寨县的余静、湖南花垣十八
洞村的龙书伍等五位优秀基层干部和中外记者见面， 接受媒
体记者提问采访。

这些扎根一线、身处基层的优秀干部，登上如此高规
格的新闻“大舞台”，实属罕见。不过，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这些优秀基层干部，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表现可圈可
点，展现出了很高的媒介素养。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虽然这些优秀基层干部带着浓重
的地方口音，但是他们的话语中，没有官话套话，也没有“正
确的废话”，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回答非常“接地气”。
与其说是接受记者采访，不如说，他们就是在诚恳地和记
者聊天。记者问得实在，基层干部也回答得详细真诚。

这些年，广大基层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涌现
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邀请
他们接受媒体采访，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基层现实，让媒
体看到一个真实的基层。这次国新办举行优秀基层干部与
中外记者见面会，其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媒体能够聚焦基
层，倾听基层一线的声音。同时，也希望基层干部强化宣传
意识，提升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主动和媒体合作，借助媒
体发声。
� � � � 记者见面会上，基层干部们将他们在脱贫攻坚、产业
发展、基层党建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遇到的困难，以及发生
的一些故事，都毫无保留地与记者朋友进行了分享，让记
者朋友原汁原味地听到了来自基层的“好声音”“好故事”。

以国新办的名义举办优秀基层干部中外记者见面会，
本身就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媒体要关注基层，主动到基层
去采访报道；基层干部要学会与媒体合作，主动替基层发
声。唯此，基层的“好声音”才能唱响新闻“大舞台”。

三湘时评

乐见基层“好声音”
登上新闻“大舞台”湖南日报 4月 28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扶贫办
主任会议上获悉， 我省今年脱贫攻坚的
年度目标任务是，实现130万以上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2200个左右贫困
村脱贫出列、1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据介绍，我省目前扶贫格局已发生了

明显变化，省扶贫办也对工作方向进行了
调整。2017年底， 长株潭地区贫困发生率
已降至1.21%， 但湘西地区贫困发生率还
有10.55%。我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规模已
由700万降至2017年底的216万。 省扶贫
办将把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集中区
域作为攻坚的重点区域；把老弱病残特殊

群体作为攻坚重点。脱贫攻坚将从注重减
贫进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从注重
完成脱贫目标向更加注重增强贫困群众
获得感转变。

会议部署了今年的重点工作，5月份
开始，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组织督查巡
查，着重于扶贫工作作风的转变；建立健

全生产合作、全员培训、项目管理等机制，
提高产业对稳定脱贫的支撑比重；帮助贫
困劳动力特别是年龄偏大、残疾等特定贫
困人口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据了解，我省2017年共减少139.5万
农村贫困人口，269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7个省级贫困县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张立星 杨能广)4月25日， 新邵
县潭溪镇玄本村村民周高明一大早找到
村支书黄雄君， 说：“现在我一家人的收
入上来了，我申请退出贫困户。”

不少贫困户主动要求摘掉“贫困
帽”，这是近段时间发生在玄本村的新鲜
事。

最先提出要求“摘帽”的，是今年40
多岁的村民彭亮群。他家住在大山深处，
共有4口人，2个孩子在上学，住房也破旧
不堪。2016年，彭亮群通过政府危房改造

政策扶持改善了住房条件， 去年大儿子
从学校毕业后找到了工作， 他自己也外
出务工有了收入。“家里支出减少了，收
入增多了，再戴贫困户帽子，我觉得不好
意思了！” 彭亮群说。

村民杨建卉也主动申请退出。去年，
她丈夫通过村支书黄雄君帮带， 学到一
手测量技术，收入不错。杨建卉自己与村
民曾强林、黄群祥牵头办起了合作社，种
植樱桃、蓝莓和艾叶，每年可带来经济效
益20余万元。

玄本村位于龙山深处， 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薄弱， 是省级贫困村。 2016年
以来， 新邵县市场管理中心来到该村扶
贫， 帮村里完成了骨干山塘清淤扩容及
防渗硬化， 确保全村1000余亩稻田旱涝
保收， 还解决了村民安全饮水问题。 今
年初， 省司法厅扶贫工作队又进驻村
里， 帮助建设水库和水利发电
站、 发展菜园和果园、 兴办高粱
酒厂和桶装水厂等。 同时， 工作
队通过广泛宣传， “致富实可
嘉， 贫困不光荣” 的观念深入人
心。

从4月上旬开始，玄本村一些贫困户
主动申请“摘帽”。到4月25日，共有24户
贫困户提出“摘帽”申请。

“对这些主动申请‘摘帽’者，我们会
一如既往地帮助他们， 让他们稳定脱
贫。”潭溪镇驻村干部黄新国说。

省扶贫办部署2018年工作

今年实现13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

“再戴贫困户帽子，我觉得不好意思了”

玄本村24户贫困户主动申请“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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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版③）
顾秀莲希望学校励精图治、 严谨办

学， 提高教学质量， 努力把学校树立成
全市、 全省乃至全国“教育示范基地
校” 的标杆； 希望学生们奋发拼搏， 把
滴水之恩化作自强不息、 奋发学习的动
力， 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希望教育
工作者们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为社会
主义事业培养更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

在湘期间， 顾秀莲还考察了张家界
市武陵源区天子山街道关工委学雷锋基
地， 以及长沙市芙蓉区燕山二小小学生
体验式法制教育项目、 开福区望麓园街
道荷花池社区“小荷开心课堂”。

顾秀莲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成绩， 以及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经验做法
和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她勉励各级关工
委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 以强烈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

神圣感， 进一步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再创新辉煌。 要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以党建带“关
建”， 进一步完善关工委组织体系， 建
立健全条块结合的组织结构， 充实和建
强基本队伍， 进一步加强经费保障， 把
基层关工委建设得更强更实更优， 更好
地服务青少年。

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武韬参加了
在张家界市的考察。

�荨荨（紧接1版①）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 工匠精神 ， 进一步唱响

“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 的
时代赞歌， 引导和激励广大职工群众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奋斗者的幸福。
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认
真贯彻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政策措施，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 完善
困难群众帮扶机制， 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 不断增强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杜家毫要求， 各级党委要为工会
开展工作、 发挥作用创造更有利的条
件。 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
以深化群团组织改革为契机， 多抓一
些“走心” 的建设， 多搞一些“贴心”
的服务， 多做一些“暖心” 的帮扶，
让广大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职工之
家” “娘家人” 的温暖。

许达哲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
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汇聚磅礴
力量。 要努力建设知识型、 技术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为全省振兴实体
经济、 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智力支撑。 要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
职工群众， 让广大职工群众更有尊严。

会上，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飞香、 谢光明， 湖南省“湘字号”
传统技艺工匠竞赛活动湘绣工艺大师
获得者李召霞作了发言。

用真情 真扶贫 扶真贫
省国资委精准施策帮扶公平村脱贫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胡信松）省国资委副主任
张美诚近日赴平江县三墩乡公平村对委机关驻村帮扶工
作进行调研检查， 要求工作队带着省国资委党委的重托，
切实做到用真情、真扶贫、扶真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

省国资委扶贫工作队自2017年3月进驻公平村以来，
本着以项目带动、技能培训、精准施策为重点，以村集体经
济发展为抓手，合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建
立健全经济内生发展机制；通过全面实施结对帮扶，以选
准帮扶项目、办实事为突破口，多方筹集资金，调动全体村
民积极性，全面推动公平村经济、精神文明发展。

公平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6户438人，2014至
2017年已脱贫85户304人，2018年计划脱贫41户134人。按
照核实后的贫困户信息， 省国资委安排党员干部与126户
贫困户结对，实施一对一帮扶。

省国资委扶贫队加大走访力度，细化走访内容，认真
摸清核准每户情况，掌握现实困难，精准施策，认真做好访
贫问需、访贫问计；帮助贫困户算好人均收入账，理清“三
保障”实际内容。向广大群众讲透讲实扶贫扶什么，在扶志
上用心，争取百姓对扶贫工作的支持。

目前，以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抓手，已经完成1200头规
模的生猪养殖项目中期建设任务， 完成了60kw光伏发电
建设项目，种养奖补政策稳步实施，贫困群众增收致富能
力明显增强。

精准扶贫在三湘

长沙公安特警演练反恐处突

� � � � 4月28日， 特警队员在进行入室抓捕演练。 当天， 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举行反恐处突演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子粑粑”
变身脱贫“香饽饽”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付春龙 李婧铭

和料、捏团、夹馅、入笼一气呵成，再用柴火蒸半小时，
一笼柔软香甜的 子粑粑便做成了。4月23日，洞口县月溪
乡管竹村的向奶奶做了一锅叫“ 子粑粑”的特色小吃。

“这一锅 子粑粑， 是要带给我远在北京的外孙女
的。”说起外孙女王馨，向奶奶脸上乐开了花。王馨是向奶
奶从小带大的，是“寻找刘三姐”全国总冠军、全国“侗族歌
王”。远在他乡，每当想念儿时的味道时，王馨就要外婆给
自己做 子粑粑。

像王馨一样想念 子粑粑味道的不在少数。 子又叫
鸡爪谷、广粟、拳头粟等，素有“禾中人参”“五谷之神”的美
誉，营养价值，味道好。

月溪乡管竹村是省定深度贫困村，平均海拔600多米，
山高坡陡、昼夜温差大。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非常适合
子生长。当地群众喜欢种 子，做 子粑粑。但长期以来，
由于信息闭塞， 子“养在深闺人未识”。

今年3月下旬， 省财政厅后勤中心副主任余利辉带领
帮扶工作队进驻管竹村，开展为期3年的驻村帮扶。余利辉
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当地村民家家户户把 子粑粑作为待
客佳品。“我们为什么不把种植 子，作为脱贫的主打产业
来做呢？”余利辉的想法，得到大家赞同。

说干就干。扶贫队队员将村民家中储存的 子粉收集
起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短短5天就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了
300多公斤。看到市场需求大，扶贫队决定带领村民扩大种
植规模。 扶贫队联系研究 子多年的省农科院李基光博
士，将最新技术成果带到村里，指导村民种植。并以“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能人带动，发展 子产
业。

目前， 管竹村 子种植面积在去年300亩的基础上增
加到了1300余亩，预计可为村民增收60余万元。扶贫队还
指导贫困村民建好电商平台，探索 子深加工，开发 子
糍粑、 子酒、 子粉等系列产品。

� � � � �荨荨（上接1版⑤）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从 “把一
切献给党”的枪神吴运铎，到“走在时间
前面的人”李临庄；从操作车刀的“好把
式 ”孔资源 ，到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的
袁隆平 ；从 “钢铁缝纫大师 ”艾爱国 ，到
数控车床 “神刀手 ”董日中……在社会
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 ，无数
普通人的芳华，在艰苦奋斗中绽放出时
代的光芒。

新时代， 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奋

斗的步伐永不停滞，才能在时代大潮中
实现新梦想 、创造新奇迹 。如果你是普
通劳动者，应当脚踏实地，精工细作，扎
扎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这样的奋斗才有
力量 ；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要充分认
识一线工人的重要性，为他们发明新技
术 、提升新技能搭建平台 ，为社会创造
更大价值 ，这样的奋斗才有能量 ；如果
你是公务人员 ， 常思工作关乎万家灯
火 ，一枝一叶连着万千民生 ，永葆为民
务实清廉 ，这样的奋斗 ，才是实现人生
精彩的正确方向。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就是一种奋斗
精神。而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焦裕禄
精神 ， 为奋斗精神提供了多种打开方
式。

目标在前，使命在肩。新征程已经开
启，攻坚战已经打响。让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奋斗的姿态开拓前
行，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程
中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 � � �一、湖南省劳动模范（17名）
廖 金 刘飞香 谢光明 王丽宗 陈升根
陈建文 曹彦斌 雷新斌 姜 辉 张全会（女）
袁谋文（女） 钟新跃 吕友能 曹革新 彭小燕（女）

李 涛 虞 明
二、湖南省先进工作者（8名）
文卫红（女） 唐益民 麦友华 赵克蓉（女） 李细前
龙 晓 包小村 刘少军

用奋斗书写劳动者精彩人生

� � � � �荨荨（上接1版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