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3日，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下塞湖矮围整治现场，众多施工机械分南堤、北堤等4个战场同步推进，拆除矮围泥堤。（资料照片）
湖南小武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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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分数线的公布、 高考成绩的揭
晓，一场牵动无数考生及其家庭的“战事”尘
埃落定。与往年铺天盖地的喜报、令人眼花缭
乱的名录相比， 今年这方面的场景沉寂了不
少。

这种变化源自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明确
政策导向 。 为了抑制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
指标的热炒 ，教育部门出台了 “史上最严 ”
的各项禁令 。之前 ，教育部已经发文明确 ：
除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公示的考生信息外 ，
各地只能把考生的报名信息 、高考成绩 、名
次以及录取信息提供给考生本人及有关投
档高校 ， 不得向考生所在中学及其他单位
提供 。长沙市教育局还出台了详细的条规 ：
严禁通过报纸 、 电视等媒体宣传高考升学
率（如一本 、二本上线率 ）及考试 “状元 ”，严
禁以任何形式发布高考录取榜 ， 严禁在校
外或校内摆放 、悬挂 、张贴关于高考成绩的
条幅 、宣传板等宣传物品 ，严禁在学校官网
和微信公众号发布高考和中考成绩 、 升学
人数和升学率等信息 ， 严禁组织考试状元
报告会等相关活动 ，严禁以校友会 、家长委

员会名义发贺信等形式宣传高考和中考成
绩。

官方禁令“威力”明显，到目前为止，各地
各中学以组织的形式对外发布成绩排行榜、
“状元榜”的现象少了很多。淡化高考成绩指
标，抑制炒作各类“状元”，对于维护整个教育
健康生态来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说到底 ，无论是个人或学校 ，在高考成
绩面前要多一分淡定 。对于考生来说 ，任何
成绩单都是自己十多年一路走来的见证 ，
偶然中有必然 。面对成绩 ，要冷静务实地作
出下一步选择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相信 ：
高考固然是通向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关
口 ，但是在新时代环境中 ，成功之路真的有
好多种 。而对于学校来说 ，更应具备客观理
性的态度 。地区有差异 ，环境有不同 ，生源
多渠道 。只要学生被学校有效地 “加工 ”，就
是拿得出手的 “产品 ”；而把各地的 “学霸 ”
集中起来 ，堆出一批 “北大清华 ”并不能说
明太多。

当然 ， 要让教育真正步入持续健康发
展轨道 ， 有待于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实现
多元评价 ：分数之外还有能力 ，指标之外还
有素质。这一天正在一步步到来。

在高考成绩面前多一分淡定拆围，拆出一片湖平水阔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樊佩君 ）6月26日是第31个国际禁毒
日，“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2018年湖南禁毒
宣传优秀节目展演暨颁奖礼在长沙举行。省
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出席活动并
致辞，副省长、省禁毒委主任、省公安厅厅长
许显辉为优秀禁毒志愿者授牌并授旗。

黄关春在致辞中指出，一直以来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工作， 深入开展禁毒人民
战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动员，全民参

与，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
加扎实的工作， 努力夺取新时代湖南禁毒人
民战争的全面胜利。

今年3月，“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2018年
湖南省禁毒主题宣传活动拉开序幕。 活动历
时4个月，数百万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在全省
开展了“全省禁毒宣传教育优秀节目竞赛”
“禁毒科普知识宣传”“无毒驾驶万里行”3大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省禁毒宣传教育优秀
节目竞赛”开展以来，共收到原创参赛节目78
个， 参与网络投票达750万人次。 颁奖礼现
场， 表彰了10个获金奖的禁毒宣传优秀节
目。

湖南禁毒宣传
优秀节目展演暨颁奖礼举行

黄关春许显辉出席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邹靖方）今
天， 省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
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省总工会第十
五届委员会提交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
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经费审查工作报告等，
决定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7月2日至4
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周农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农指出，省工会十五大以来的五年，是
湖南工会工作极不平凡的五年， 是各级工会
组织动员带领全省职工群众砥砺奋进的五
年。五年来，全省工会系统牢牢把握我国工人
运动的时代主题，顺应时代需求和职工期盼，

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开展一系列重大活动，
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 解决了一批职工群众
关心关注的难题难事。

周农强调，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将对
未来五年我省工会工作进行系统谋划、部署和
安排。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大对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确保党
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农要求，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进一
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做好省工会十六大的
各项筹备工作。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7月2日举行
周农要求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陈柳 记
者 刘文韬）6月25日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柯敏率队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专
题调研“互联网+医疗” 服务情况。

“互联网+医疗” 是互联网在医疗行
业的新应用， 包括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
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
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
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
式的健康医疗服务。为大力推动我省“互联
网+医疗” 服务工作，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将组织开展系列调研，为“互联网+医
疗”服务的立法工作做铺垫，为省委、省政
府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相关政策提

供支撑。
王柯敏指出，我省加快推进“互联网+医

疗” 服务发展，既符合中央提出的“健康中国
2020”战略，也是推动大城市优质资源对接
基层医疗需求， 使更多基层群众分享优质医
疗资源的现实需求。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医
疗” 服务的重要意义，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不断推进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
便捷化水平。 要坚持问题导向， 结合湖南实
际，精准把脉问题症结，在基础设施建设、政
策体系支撑、体制机制构建等方面多措并举，
切实把“互联网+医疗” 服务这项工作做好
做实，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
需求。

让更多群众分享优质医疗资源
王柯敏调研“互联网+医疗”服务情况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阳锡叶
记者 左丹）今天下午，省教育厅召集长沙市
一中、湖南师大附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等
四所省示范性高中校长召开严禁高考炒作座
谈会，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严禁炒作高
考状元、高考升学率，并要求四所学校发挥示
范作用， 为规范办学行为、 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今年以来，教育部三令五申强调，要求招
生录取做到“三个不炒作”：不炒录取率、不炒
高考状元、不炒试题难度。

座谈会上，省教育厅负责人要求四所学校
带头做“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他说，“严禁
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是一项禁令，
也是一项铁的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要严格
做到“四个不”：一是不通过报纸、电视、网站、

微信、 微博等媒体宣传高考状元及高考升学
率。二是不对外发布高考录取榜，如在校外或
校内摆放、悬挂、张贴关于高考成绩的条幅、宣
传板等宣传物品。三是不组织高考状元报告会
等相关活动。四是不以校友会、家长委员会名
义以贺信等形式宣传高考成绩。省教育督导办
将加强督导和问责。“严禁宣传炒作高考升学
率” 是对省级政府履职评价的重要测评点，也
是对市、 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
容，今年的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和涉及普通高中
教育的相关督导评估中也将把此项工作作为
重点内容。 省教育督导办将加强监督检查力
度，及时发现制止不良苗头。对于学校发生炒
作高考成绩的情形，将约谈学校负责人和主管
部门负责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当事人及
相关领导责任。

高考招生关注
省教育厅召开座谈会再次强调

严禁高考炒作是一项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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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地为发展湖洲

经济，开始建设下塞湖矮围，并发包给当地
私营企业主开发经营。2011年后， 为提高芦
苇产量和杨树成活率， 企业主采取开沟沥
水、抬洲造林等方式，陆续在原有矮堤基础
上加高培厚、筑建围堤，致使湖洲界线不断
拓展并相继合拢，形成下塞湖矮围。至2014
年4月， 矮围占地27789.3亩， 堤长18692.6
米， 横跨益阳的沅江市和岳阳的湘阴县。违
法围堤成湖，严重影响了河道行洪、生态安
全，并引发业主与渔民之间的矛盾。下塞湖
矮围成为浩浩洞庭的一颗毒瘤。

洞庭湖是长江之肾。“守护好一江碧水”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殷嘱托。保护长
江之肾，必须摘除下塞湖矮围这个毒瘤。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委、省政府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展开了
声势浩大的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
程”、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特别对以下
塞湖为重点的洞庭湖矮围问题高度重视，多
次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开展专项整治。省委
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先后作出批示，要
求相关地区和部门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新发展理念，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恒心和韧劲，确保这
一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做到不留尾巴、不留
死角，经得起全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检查。

早在2014年7月，省政府专门印发《洞庭
湖矮围网围违法违规捕捞养殖专项整治行
动工作方案》，明确了专项整治工作的思路、
原则、目标、任务，要求功能性摧毁违规捕
捞、养殖的矮围，全面清除违法违规圈湖开
展养殖的网围设施，恢复洞庭湖水域、滩涂、
湖洲本来面貌。按照省政府部署要求，益阳
市、岳阳市成立了洞庭湖矮围整治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沅江市对下塞湖矮围下达了限期
整改通知书，将下塞湖矮围列为洞庭湖区矮
围网围整治重点；湘阴县对下塞湖矮围情况
进行深入调查和依法整治 ,2014年8月至
2016年5月，先后5次下达执法通知书或行政
处罚决定书。但所有这些行动，取得了部分
效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下塞湖，让人“心塞”。
矮围成因复杂，难以自行消失。毒瘤一

旦形成，摘除便需“壮士断腕”。

刮骨疗毒 ，全部 、彻底摧毁
下塞湖矮围

6月3日， 全面拆除下塞湖矮围战役打
响，湖南“碧水保卫战”的攻坚战拉开战幕。

这是一场不断加码的拆“围” 战。6月3
日，40台大型机械在矮围上一字排开， 挖土
机先将堤面刨松，推土机紧随其后将土推至
堤脚。

6月10日，沅江自加压力，矮围上的推土
机增至85台；6月13日，矮围上作业的大型机
械达到129台，99台大型推土机、13台挖机、
2台吊车、15台建筑垃圾转运车， 在南堤、北

堤、节制闸、房屋垃圾4个战场同步作业，在
洞庭湖上演了一场气势恢宏的“百车大战”。

6月13日， 湖南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生
态环保大会召开，吹响了全力以赴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冲锋号。进入决战阶段的下塞
湖矮围拆除一线的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士气
高昂。

6月15日上午， 经过12天不间断作业，
7200多米长的矮围被削去4.5至6米不等，宣
告提前7天全面完成拆除任务。

这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攻坚战”。益阳上
百名党员干部，以及来自湖北荆州和湖南长
沙、岳阳、常德、湘潭、株洲、益阳的上百名推
土机手连续奋战了整整12天，每天工作超过
12个小时。这边矮堤推平，立马开赴下一个
区域；哪里需要油料，立马配齐；哪里有机械
故障，立马维修……

“一日三餐都是在推土机旁吃的。休息
时间一到，立马就躺下去，再也不想动弹半
分。”推土机手陈正春回忆。到6月15日“战
争”结束，他整个人晒黑了。

对“攻坚战”记忆犹新的，还有从长沙、
株洲、湘潭等地调集30多台推土机来参战的
彭伟佳。每天中午，趁机手们吃饭时，他忙着
给机械加油。烈日下，汗水朦胧了他的双眼，
他也顾不上擦一擦。“我每天加油5吨多，汗
衫又黑又湿，也不晓得那是油还是汗。”他呵
呵笑道。

此次攻坚战， 沅江市投入资金近千万
元，投入推土机1113台次，完成土方量109
万立方米， 拆除堤上违法建筑2800平方
米。

与此同时，湘阴县也调集施工机械，对
南洞庭下塞湖矮围实施“夹击”，永久性刨
毁。县里成立了由县委书记牵头、相关职能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湘阴县下塞湖
防洪清障指挥部”，定目标、定时间、定人
员、定标准、定责任，确保打桩定位、有序推
进。

6月3日凌晨起， 虽然施工现场运程远、
运输难度大，夜间航行不便……但在“不讲
条件”面前，紧急调运的推土机、挖机等大型
机械设备，隆隆开进现场。拆除期间，70多台
套设备运行着，推土机来回奔突，挖掘机的

“手臂”不停地上下翻飞。矮围堤上，上演着
一幕幕拆除“大戏”。

湘阴指挥部各工作组人员24小时驻守
在下塞湖水域，吃住在船上，想方设法克服
施工条件恶劣、 后勤补给难等重重困难，时
刻紧盯拆除作业情况，做到任务不完成坚决
不上岸、不撤队。

到6月15日， 经过日夜奋战， 下塞湖
18692.6米矮围全部推平， 堤内堤外连通起
来，下塞湖完全融入洞庭湖，不再是湖中之
湖。

守护一江碧水,永葆“一湖四水”
安澜

6月23日，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的3位专家

来到拆围后的下塞湖，沿堤察看湖洲自然生
态。他们放飞2架无人机，全面收集围堤内外
各项生态数据。

省林科院生态研究所所长田育新告诉
记者，矮围全部拆除后，堤内外全部连通，合
体共生了。他们现在急需进行生态修复的是
围堤及周边共一二千亩区域。

“让这近3万亩湖洲尽快恢复原貌，真正
回归洞庭湖。” 沅江市副市长王志强介绍，
“拆围战”后，沅江市整治下塞湖采取4条后
续措施， 包括聘请专家拿出生态修复方案，
彻底解除原湖洲承包合同，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矮围区域所有牛羊等牲畜淘汰任务，严格
“一案三查”。

矮围围网是洞庭湖上的累累“伤痕”。修
复“伤痕”，痛定思痛，还需举一反三。去年
底， 全省124个前期整治不到位和拆除后反
弹的矮围围网，全部实现捕捞养殖的功能性
摧毁。为防止反弹，全省正在对已拆除的矮
围围网进行“回头看”。

加强监管，要有长效机制。今年年底前
全面建立湖长制，落实河（湖）长制责任，形
成管理网络体系， 加大洞庭湖监管力度。省
水利厅将在洞庭湖区建立4个省级执法控制
点（执法基地），整个湖区实现执法力量全覆
盖、执法工作常态化；利用遥感卫星监测技
术对洞庭湖实行动态监管，及时制止违法违
规行为。

6月13日召开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 在对污染防治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更
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牢记总书记“守
护好一江碧水”的嘱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奋力开创新时
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全省上下闻声而动，一湖四水成为主战
场，水污染、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问题是
集中火力攻克的“硬堡垒”。

取缔排污口、设置隔离防护、改造污水
处理设施……眼下，全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已进入冲刺阶段，县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322个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282
个，将在6月30日前全部整治到位。

……
五年多来，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

工程”持续推进，今年将完成第二个“三年行
动计划”。几年来，湘江流域水质持续全面好
转，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6.4%。
到2020年，湘江流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质将
稳定在III类标准以内。

从2018年开始，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有序展开，全面推进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城乡生活污染治理、采砂秩
序整顿等十大重点任务和大通湖、华容河等
九大片区集中整治。到2020年，洞庭湖湖体
主要指标要达到III类水质要求。

盛夏时节，省级环保督察组出征，首批
进驻7个市州。拿出铁腕，亮出利剑，彻底整
治下塞湖，这还只是开始。守护一江碧水，永
葆“一湖四水”安澜，这是湖南人民的使命，
也是湖南人民不懈的追求。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沈正）6月25日晚，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花垣县里的黑尾
矿”报道，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作出指
示，立即委派副省长陈文浩率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赶赴现场检查。

26日， 陈文浩实地检查了花垣县下水
湾、火焰土白岩湾、糯米冲、同力市政及猫儿
洞里等尾矿库环境整治工作，接着召开省直
有关部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参
加。

陈文浩强调，自治州尤其是花垣县要高
度重视央视报道，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总结
反思、汲取教训。要按照省政府有关督办函
和会议纪要的要求，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立
即对全县尾矿库开展安全大排查，严厉打击
非法生产，切实抓好尾矿库环境问题整改工
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立即成立以省
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为基础的省政府调查
组，尽快调查核实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陈文浩强调， 要以此次央视报道为警
醒，深刻反思，举一反三，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紧迫
感，扎实推进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要聚
焦中央领导重要批示、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生态环境部通报问题，坚持高标准，
保证高质量， 全面抓好整改， 严防问题反
弹。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对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的问题和交办的信访件， 进行一
次全面“回头看”，坚决杜绝表面整改、敷衍
整改、假装整改。

叶红专表示，自治州将正视问题、立行
立改、举一反三，彻底整改好花垣县尾矿库
环境问题，坚决解决好影响生态环境安全和
损害群众健康安全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实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陈文浩赶赴自治州检查央视报道花垣县尾矿库问题时强调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切实抓好环境问题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