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科技馆童趣馆开放
6月1日，改造后的湖南省科技馆童趣馆正式对外开放。该童趣馆是国内首个以积木为创意的

儿童科普场所，展览面积1430平方米。展厅设“穿越神秘林”“创建我世界”等5个主题内容。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卓尔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许印文

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是个偏远的小山村，到
乡镇集市有2小时车程。该村村小共有11个学生，
因为志愿者的到来，今年他们提前过了一个不一
样的儿童节。

5月30日，雪峰村笼罩在蒙蒙雨雾中。随着
志愿者和小伙伴的到来，村小一年级留守儿童
小苹苹家热闹非凡。

“爸爸妈妈不在家，我没有照顾好自己。”
见大家到来， 小苹苹赶忙捡起随处乱扔的衣
服，不好意思地解释。小苹苹的爸妈常年在外
打工，小苹苹一直由爷爷奶奶照料。

“来，孩子们，和罗妈妈一起帮小苹苹整理
衣服好不好？” 听到这话， 孩子们赶忙动起手
来，叠衣服、叠被褥、洗衣服、拖地板。

“罗妈妈”叫罗文英，是省最美志愿者。她
从省文化厅得知， 雪峰村有一群留守儿童，特
意赶到村子里，提前与孩子们一起过节。

“罗妈妈，等下你也去我家，教我整理衣服
好不好？”5岁的小娜娜拉着罗文英的手说。

为方便孩子们上学，雪峰村特意保留了一
所村小，村小共有11名学生，父母都在家的只
有1人。

今年3月，省文化厅扶贫工作队进村。工作
队反复筛查， 确保这些孩子能享受的教育、医
疗等政策不少一项， 并多方联系社会力量，对
他们进行经济援助和心理辅导。 儿童节前夕，
扶贫工作队队长梁利平找到罗文英，邀请她和
孩子们一起过儿童节。5月30日上午，会同县文
化志愿者也赶到雪峰村，和孩子们过节。

“谁愿意和罗妈妈说话，我就教他做漂亮
的纸蜻蜓。”在村小，罗文英把自己做的小手工
艺品拿出来。她还和孩子们排练《妈妈你辛苦
了》等节目，用歌舞欢庆儿童节。留守儿童小和
和说：“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罗文英告诉记者，她要在小山村待4天，教
孩子们唱歌、跳舞、画画、剪纸等。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芬 董翠兰）省儿童医院眼科志愿者昨天走进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公益活动， 看望慰问
在校学生，并为孩子们进行义诊和验配助视器。
这是省儿童医院眼科团队第13年走进特殊教育
学校。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里有视
力障碍学生百余名，大部分盲童来自贫困地区，
生活非常困难。 省儿童医院眼科志愿者团队已
连续13年定期赴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家访”，

免费为孩子们进行体检和健康咨询， 送去慰问
物资和助视器，并为孩子们建立了健康档案。在
志愿者们的帮助下， 孩子们有序地进行了视力、
眼前节、色觉、眼底、屈光、眼位等眼科专科检查，
志愿者团队还为低视力儿童进行了助视器的验
配，为他们建立了详细的眼科档案，并指导孩子
们如何使用助视器， 如何进行视觉康复训练等。
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陶利娟教授说：“只要有1%
的希望，我们就会尽100%的努力，让孩子们重见
光明，感受这个多彩的‘视’界。”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黄卫红）今天，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
台长兼经营与产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副
厅级）罗毅贪污、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罗毅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
元，对其贪污、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罗毅在宣判后当庭表示， 自己真诚地认
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3年，被
告人罗毅利用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
委员、副台长兼广播传媒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 138万余元；2009年至

2016年， 被告人罗毅利用担任湖南人民
广播电台台长、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
员、 副台长兼广播传媒中心主任和经营
与产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周围、杨跃军、长沙美旭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人员、
公司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2万
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罗毅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
物1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2万余元，数额
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罗毅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退出全
部赃款赃物，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黄卫红 ）今天，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原党委委员、 副主任兼人力资
源部主任张唯一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以
受贿罪判处张唯一有期徒刑3年， 缓刑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对本案涉案
赃款40.5万元依法予以收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1年，
被告人张唯一利用担任湖南人民广播电
台（现为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交通频道总监助理的职务便利，未实际出
资，也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却以股份分
红名义收受森洋仁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
围所送人民币40.5万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唯一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股份分
红名义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张
唯一犯罪情节较轻，且积极退赃，认罪悔
罪态度好，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严文郁 ） 5月31日下午，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益阳市人
民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厅级干部李霖
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
宣判： 被告人李霖犯受贿罪， 判处有
期徒刑1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
万元； 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
有期徒刑1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追缴李霖违
法所得人民币183万余元、 价值2.16万
元浪琴手表一块、 价值共计3万元的购

物卡6张， 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李霖在

担任益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厅级干
部， 兼任益阳市砂石市场整治领导小
组成员、 益阳市城区砂石市场整治指
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协管益阳市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在砂石采挖经营权拍卖、 项目建
设、 创卫工作等方面为他人谋利， 收
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11.06万
元， 另还有共计折合人民币177万余元
的个人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罗毅案
一审宣判

贪污、受贿200余万元 获刑5年6个月
� � �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喻景
文）大气磅礴的管乐合奏、韵味悠长的京腔京韵、赏
心悦目的舞蹈……今天， 以团省委主办的“童心飞
扬·走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第九届湖南省体验式儿童
节， 在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欢乐开启,�现场30多
个活动项目让每个孩子都流连忘返，乐在其中。

今年的六一活动，为锻炼孩子们的创新创
造动手能力，引入了许多的创意科技项目，如
JRFLL平衡桥挑战赛、wedo2.0足球赛、 机器
人最强大脑、机器人猜拳、叠杯塔等机器人拼
装竞赛表演项目吸引了大批爱好科学， 好奇
心强的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孩子们奇思妙

想， 用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发挥他们最大的
想象力。6月2日的少儿才艺大赛机器人创意
闯关总决赛将举行， 来自全省十四个市州的
50多个团队200多名各年龄段的孩子， 将用
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展示新时代少年
儿童的热爱科技、富于创新创造的良好风貌。

第九届湖南省体验式儿童节欢乐开启

湖南广电张唯一获刑
未实际出资，以股份分红名义受贿

益阳副厅级干部李霖获刑2年

11个孩子的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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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福建宁德市区到宁德寿宁县下党乡，车
向西北行，至少要经过15条隧道。白沙隧道、江
家渡隧道、铜岩隧道、岭头隧道……每个隧道，
都代表着闽东一座山。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
用另一种方式来到这里。 在坐车颠簸几个小时
后，路没有了。他沿着山中小径徒步两小时才进
村，现场召开扶贫办公会，又用了3个小时披荆
斩棘走出这片深山。

那是他就任宁德地委书记的第二年，是中国
提出“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第五年。在
宁德期间， 他以脚步丈量了闽东的山容海纳，开
启了带领贫困群众走出大山的“凿空之旅”。三十
年后， 当宁德贫困发生率已降至百分之零点零
几，由闽东大地策源的脱贫思想，正在推动21世
纪的中国迈向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当年的“滴水穿石”，与今天的脱贫攻坚呈
现着同样的战略定力；

当年的“靠山吃山唱山歌， 靠海吃海念海
经”，凝练为今天的精准扶贫思想；

当年的“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
发展为今天的“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
领导”；

当年的“把心贴近人民”，今天有了更为有
力的表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三十年前赴后继，三十年一以贯之。脱贫路
上的宁德样本， 由此被历史地放入了更大的时
空坐标中。

“滴水穿石”“弱鸟先飞”

下党乡71岁的老人王光朝， 至今记得1989
年盛夏的那一幕。

以150多年历史的文昌阁为背景，之字形的
石径上走下了一队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头上
戴着草帽、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木杖的习近
平。“我都记得，走到下党十一点多了，（习近平）
一条毛巾都是汗哦，老百姓纷纷喊着‘地府（知
府）来了’‘地府来了’，我们自己煮了凉茶，挑着
担桶给他送去。”

这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
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下党乡，第一次迎来
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四户极度贫困的家庭里，
坐下了知心人；连门都没有的简陋小学教室，成
了扶贫现场会的会场。

“找了块红纸，写上了‘会场’两个字，贴上
了。桌子上铺的布，是不知从谁家找的被面。”下
党乡原党委副书记刘明华参与了现场会， 每一
个细节都仿佛在眼前，“老百姓找遍全村， 找出
仅有的一瓶罐头给习书记送去了。 习书记把里

面的罐头倒在碗里，送给了会场的一个老婆婆，
自己用空瓶子装凉茶喝。”

贫困，如大山围困，如重石压心。习近平提
出，要率先解决公路、水电和办公三大问题。他
还对带去的地、 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大家都
是翻箱倒柜、竭尽全力的，尽可能解决问题”。

山坳乡村下党的历史，在这个见到“地府”
的夏天翻开了新篇。 在习近平下党之行的第二
个月，拿着上面“翻箱倒柜”下拨的72万元，下党
公路和电站两个项目先后动工。 刘明华说：“马
上就干起来了。总书记当时考虑得非常长远，要
想富先修路，建电站则等于给我们抓一只‘老母
鸡’，可以生蛋的。”1991年1月，13公里的进乡公
路建成；同年12月，下党电站建成。

一度被列入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宁
德，同样在这两年时间中实现了深层变革。闽东
九县甚至比邻的温州、苍南、乐清，都留下了习
近平的足迹，仅下党乡所在的寿宁县，就曾经九
次迎来他的访贫问苦、基层办公。他大力倡导的

“滴水穿石”精神、“弱鸟先飞”意识、“行动至上”
作风和“四下基层”制度，不仅使当地贫困户的
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更深度雕刻了闽东
大地，造就了今天的闽东气质。

三十年久久为功，无数个下党故事，千万人
的命运转折， 几届宁德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接力攻坚，最终被历史提炼成了一串数字：
截至2018年4月， 宁德市累积脱贫77万多人、造
福搬迁近40万人。目前，宁德贫困发生率已经降
至0.028%。同期，全国的贫困发生率是3.1%。

今天， 当记者从那条改变历史的公路进入
下党， 每一处景观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闽东从老
书记那里继承的定力与干劲。 盘山路的起点，

“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牌子立
在路边；沿途每隔几百米，写着“滴水穿石、弱鸟
先飞”的小红旗迎风飘动；中心村村口，“红色旅
游开发建设系列项目推进计划表”标牌背后，施
工的村民人头攒动，新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王光朝老人，两年前开起了一家茶馆，起名
“幸福茶馆”。问及名字的渊源时，他说：“幸福下
党，难忘习总。没有总书记当年来下党，没有他
牵挂着下党， 下党的幸福从哪里来？ 下党人知
恩，感恩。”

“靠山吃山唱山歌，
靠海吃海念海经”

在宁德所属的福鼎市赤溪村， 如果你问一
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当年有几亩地， 他会忽然愣
住。在这里，土地不论“亩”，甚至不论“分”，只论

“能出几担谷子”。甚至，用两只手一划拉，就能
比量出自家田地大小。

赤溪村， 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

年， 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的王绍据
把赤溪村的贫困状况投书媒体， 引发了中央关
注。和闽东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它的土地资源被
山与山挤压到最低限度， 北中国动辄千里沃野
的景象，在这里几乎不能想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田地的
稀缺与山海资源的丰厚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
比。1988年9月， 在闽东九县深入调研后的习近
平，重新梳理了“山”与“海”的辩证法：小农经济
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
们要的是抓大农业。这就是说，在农业上，“靠山
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
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
发展。

王绍据记得，针对赤溪村所在的福鼎市，习
近平还曾专门指出：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
坚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
行”了。这段话，记载在1988年8月11日印发的
《福鼎通讯》上。

因地制宜打开了闽东视野， 也带来了赤溪
村对自身的再认识：路无一丈直、地无三尺平，
14个自然村，有的甚至是“挂”在了山上，一方水
土已难养一方人。由此，当地创造性提出“整体
搬迁” 思路， 从最困难的22户88位畲族群众开
始，将12个自然村陆续迁至赤溪行政村所在地。
进入新世纪后， 赤溪更是在生态优势和山地资
源上做足了文章，背靠太姥山景区，把整个村庄
变成旅游景点，村就是景，景就是村。绿水青山
就是“银行”的预言，在三十年后得到印证：2017
年，赤溪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16000多元，村
财政收入达到了80万元。

“山海经”的哲学，在几十年中赋予了每
个脱贫致富的闽东村庄以独特的标识。 今天
的宁德人， 会对各个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数
家珍：下党，定制茶园；赤溪，旅游扶贫；柏洋
村（福鼎市），产业致富；下歧村（福安市），海
蛏养殖；北岐村（霞浦县），滩涂摄影……千村
百景，月映万川。

2016年2月19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的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演播室， 与赤溪村村
民进行了视频连线。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宁
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
做到了， 你们的实践也印证了我们现在的方
针，就是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

在视频连线的另一头， 一辈子为赤溪脱贫
奔走的王绍据眼睛湿热。“这是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再次号召。”他说。

“必须有个好支部”

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 是年社会生产
总值超过20个亿的明星村。 宽阔的村文化广场

边上，“群众说事党小组”的办公室引人关注；整
洁的村委会大厅里，基层党建“五心”工作法的
牌子尤为醒目。

“五心”是指工作有信心、办事有公心、发展
有恒心、为民有爱心、团结有诚心，每一“心”有专
门所指和细化内容。围绕这一工作法，柏洋村形
成了一整套周密的村务管理、公开、“话事”制度，
统筹特色农业与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着“山海并
进、产业富村”。

村党委书记王周齐感慨：“总书记当年在
闽东工作时曾说过，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
好支部。 柏洋村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 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些年狠抓
党建不放松。”

闽东父老都记得，两年主政宁德，习近平逐
步建立了以“信访接待下基层、 现场办公下基
层、 调查研究下基层、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
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坚决反
腐倡廉、严惩违法乱纪、整顿干部建房、造就了
党建大气候。一句（如果不讲廉政）“那么我们的
事业还有什么希望，我们何以取信270万闽东人
民”，音犹在耳、掷地有声。

以党建引领脱贫，被实践检验，以实践传
承。在闽东，记者采访过的每个乡、村干部，都
会率先提到党建的话题； 走访过的每个脱贫
村，都有自己丰富的党建经验；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活跃度， 从深层次上塑造了一方水
土的精气神。近年来，为贯彻“加强脱贫第一
线的核心力量”的重要思想，宁德市选拔优秀
“老乡镇”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从经济能人、返
乡大学生当中推选8000余名村“两委”班子成
员，选派了第五批365名机关党员干部驻村任
第一书记、1640名干部驻村蹲点， 安排近
8000名干部包户扶贫。看房、看粮、看有无读
书郎、看主要劳力强不强、看有无病人卧病在
床，真正实现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都“有人挂”
“有人帮”。

摆脱贫困， 已经成为写在闽东大地上的
当代史。

同时，也早已不仅是闽东历史。
1992年，《摆脱贫困》一书即将付梓。在书

后的“跋”中，习近平写道：“在这本书中，我只
提供一份我在闽东实践、思考的记录，这对于
闽东脱贫事业和其他事业之宏伟大厦或成为
一石一木 ， 对于后来者或许也有些微意
义———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
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
误，后人避免。”

三十年奋力摆脱贫困， 闽东已经别开生
面。而十三亿多中国人民，五千年文明史的中
国，终将在2020年彻底与绝对贫困挥别。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载5月31日《光明日报》）

� � � � 一张蓝图绘到底 ， 三 十 年 铸 一 剑
成———福建宁德的脱贫历程，是闽东历史，
也是中国故事。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同志曾在宁德
工作。在主政宁德的两年中，他的足迹遍及
闽东各县，数次深入到没有公路的偏远山村
调研，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脱贫
思想，制定了因地制宜的脱贫方针，培育了
“把心贴近人民”的干部作风，留下了“四下
基层”的工作传统。摆脱贫困的思想，深度雕
刻了闽东大地；荡气回肠的故事，至今传诵
在宁德的山水之间；久久为功的精神，更是
赋予了宁德数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定力。

这段三十年写就的中国故事，生动呈现
了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力量。从闽
东大地到中国大地，从“靠山吃山唱山歌，靠
海吃海念海经”到今天的精准扶贫，从“把心
贴近人民” 到今天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天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的策源、发展、经由实践锤炼和检验的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了6000
多万人口稳定脱贫的决定性进展，脱贫攻坚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不
但筑就了中国扶贫史上的里程碑，也做出了
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的世界性贡献。
从闽东经验到中国实践，历史证明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时代之
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力量。

这段用三十年写就的中国故事， 赋予
了我们打好脱贫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定力与信念。闽东的脱贫成果，源
自科学的方针、正确的方向，源自习近平总
书记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也源自宁德
人民笃定目标、持久发力的干劲。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越是
到了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就越要面对“最重
的担子”“最硬的骨头”。只有各级党委和政
府都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把脱贫职责扛在
肩上，只有贫困地区群众笃定目标、众志成
城、艰苦奋斗，“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
下一个贫困群众”的目标才能最终抵达。

实践检验真理，历史映照未来。闽东的
三十年历程， 证明的是思想、 传递的是力
量、增添的是信心、提供的是历史眼光。这
块试验田中结出的硕果，不断昭示今人，只
要我们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一定能
完成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首次消除绝对
贫困这一壮举，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
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载5月31日
《光明日报》）

滴水穿石三十年
———福建宁德脱贫纪事

光明日报记者 张政 刘文嘉 高建进

闽东事 天下理
光明日报评论员

让“视”界充满爱
省儿童医院连续13年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