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曹青松 吕小宝 尹建成

11月16日，地处常宁市塔山瑶族
乡的塔山风景区，这里云雾笼罩，恍若
仙境。 来自长沙、衡阳的游客，成群结
伴来天堂山，做户外运动。

中午时分， 记者来到风景区山脚
下的狮园村，只见一家悬挂着“连芳土
菜馆”招牌的农家乐，顾客盈门，格外
热闹。 瑶族老板雷连芳笑呵呵地说：
“托党的福，靠村党支部的引领，我们
瑶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

今年71岁的雷连芳，爱人、儿子患
有慢性病，因病致贫。 2014年，他家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了解到雷连芳
有做菜的好厨艺， 村党支部帮助他办
起土菜馆。 2015年，老雷家就一举脱
贫摘帽，现在是致富奔小康啦。

地处衡阳市西南高寒山区的塔山
瑶族乡，是全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全
乡辖9个村，均是贫困村。 2014年，该
乡贫困发生率达27.25%。

近年来， 塔山瑶族乡党委坚持将

基层村党支部建设深度融入产业扶贫
中。 探索实行“党支部+X+贫困户”帮
贫带富模式， 即村党支部带领贫困户
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劳务就业、
承包经营等方式，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贫困户以土地或帮扶资金入股农民专
业合作社或种养大户， 确保年保底分
红7%以上，并优先安排劳务用工。 截
至今年11月上旬，该乡9个贫困村党支
部和132名党员干部，共引导464户贫
困户流转土地、林地2200亩，使他们
获得土地流转金45万元， 户均年增收
900多元。 全乡509户贫困户全部参与
兴华农业有限公司入股分红， 除每年
返还本金外，还分红25.7万元。

“今年，全乡有机茶业年创产值过
亿元，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业。 ”乡党
委书记彭小冬说， 全域旅游打造天堂
山、东江峡谷、盐茶古道、瑶俗风情等
旅游亮点。目前，全乡9个贫困村，已有
8个摘帽，松塔村预计在今年底脱贫摘
帽。“目前，塔山瑶族乡贫困发生率已
下降至1.65%。 昔日的穷山沟，正在变
成美丽幸福的新瑶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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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张彩云

低矮通透的围墙，遍植绿树的院落点缀着几
栋白色小楼，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187号的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宁静低调。 镌刻在校门砖
墙上的几个大字———“爱国、团结、民主、求实”，
熠熠生辉。 这里，是我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联合党校，60年来先后有超过3万名党外人士
在此接受培训学习。

今年是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
60年来，湖南社院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
训主阵地作用，着力在增强党外人士政治共识上
见实效，在改革创新教学科研上出实招，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下功夫，为画好最大最美同
心圆凝聚共识，为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
贡献智慧力量。

坚持共识教育， 助力湖南多党
合作事业薪火永续

60年发展，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经历了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湖南
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前行的历史。

湖南社院创建于1958年9月， 前身是湖南省
政治学校，“文革”期间一度停办。 1988年恢复办
学并正式更名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1994年迁
入现址，2003年加挂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牌子。

刚迁入现址时， 湖南社院只有10亩地， 两栋
房，被称为“袖珍学校”。历经20多年的建设，在历届
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关怀下，在省委统战
部直接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尤其是近年来，教育
培训、教学科研、文化交流、数字校园等各项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许多工作走在了全国社院前列。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共湖南省委领
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坚持‘社院姓社’
是办学的根本遵循。 ”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
强介绍，社院坚持以共识教育为主业，打造了“同
心讲堂”“同心互动座谈会”“同心读书会”等同心
系列品牌课程，培训出一大批同中国共产党同心

同德、亲密合作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助力湖南
多党合作事业薪火永续。

今年7月， 省委统战部组织我省党外代表人
士来到石家庄考察时，将“同心讲堂”搬到了石家
庄，邀请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作题为《不忘合
作初心，当好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的专题讲座，
把如何切实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的话题引向深入。“同心讲堂”从2014年5
月正式开讲至今，已经开讲23次，先后邀请叶小
文、周文顺、张峰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讲
座，在增进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培训党外人才， 助力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建设

11月8日上午， 湖南社院第七期无党派人士
培训班顺利结业。 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让学员思
想政治水平得到大提升，理论知识修养得到大拓
展，调查研究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一位首次参加
社院培训的青年学者坦言，因为正处在事业忙碌
期，报名时“不想来”，没想到一个月下来，结业时

“不想走”。
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60

年来，湖南社院共培训全省党外领导干部、民主
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民
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干
部等学员35817人。 从复办初期的年培训不足
100人次，发展到现在每年培训2500多人次。

进入新时代， 湖南社院教育培训覆盖范围不
断拓展， 引导一批优秀党外人士“听党话、 跟党
走”。 新媒体人士、“直播宁乡”负责人罗丹，参加
了为期一周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培训班培训，感
觉收获满满，尤其是政治把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霍浩淼， 参加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专
题研讨班，感到“学习三五天，受益一辈子”。

从湖南社院走出去的学员，许多走上领导岗
位，或成为重要领域的专业人才。 许多学员担任

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大批学员
被选为或推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
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坚
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持续改革创新，致力服务“大统战”
“请问市长，媒体在当地调查时，警方进行层

层阻挠，你们是在害怕什么”“请问局长，发生这
样的事情，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准备什么
时候引咎辞职”……今年5月30日，一场充满“火
药味”的“新闻发布会”在湖南社院同心楼7楼举
行。这是第15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媒体沟通
情景模拟教学活动的现场。 学员通过角色体验，
探索领导干部与媒体交流沟通的相关技巧。课程
结束后，学员深有感触地说：“实际工作中确实不
懂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模拟教学中的很多知识和
技巧非常实用。 ”

湖南社院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模式上持续创
新。致力建设统战智库，在全国率先集中开展统一
战线学研究与建设，在习近平统一战线思想、统一
战线与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创新与新湖南建设、统
一战线代表人士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理
论成果。不断推进教学改革，探索创新了以专题讲
座、现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式教学、研究式教
学、网上教学为支撑的多样化教学体系。

自挂牌成立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以来，文化
交流也不断创新。 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先后举办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国情省情
研修班，组织统战系统和社院系统成员赴台港澳
及“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在交流中增进共识、凝聚人心。

六十载栉风沐雨，砥砺耕耘；一甲子载歌前
行，不忘初心。进入新时代，面对湖南统一战线的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湖南社院人正以更加
昂扬向上的姿态、更加奋发有为的行动，推动社
会主义学院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曹娴） 第三届
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 将于11月25
日至28日在长沙决赛。

此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防科
工局、 军委装备发展部、 军委训练管理部、 全国工
商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重点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 新材料、 装备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

器人、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合并）、 航空航
天、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含核技术应用） 5个领域
开展比赛。

今年5月大赛启动以来， 军地各方广泛关
注， 众多企事业单位踊跃参赛， 全国28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优选推送了775个参赛项目。
经过初赛和半决赛， 决出120个项目晋级决赛。

决赛期间， 还将举办优秀项目展示、 成果
交流对接等专题活动。 其中， 27日下午至29日，
展出大赛优秀技术项目。 28日至29日， 在展览
现场举行项目路演， 由参赛单位发布技术和产
品、 商业计划、 融资需求等信息， 与现场有关
需求单位和投融资机构负责人互动交流、 洽谈
合作。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奕芸

近日，安化县清塘镇罗峒村。村民
刘定国站在自家建的房子前， 和记者
谈起这一年发生的事：和母亲相认；建
设新房；孩子获得教育扶贫资金；自己
当上“牛老板”，有了稳定收入……

“真的很感谢他们，现在我也尝到
了幸福的滋味。 ” 刘定国有点激动地
说。

刘定国说的“他们”，是益阳市委
政法委驻村扶贫队。 罗峒村属清塘矿
区，土地贫瘠，资源破坏严重。今年初，
扶贫队驻村，走访一圈后，队长郑方政
吸了一口冷气：1820名村民有204人
未脱贫，还有77名疑似患尘肺病病人，
有40岁至60岁的单身汉38名，有25户
人家的女主人离家……

郑方政将情况汇报给益阳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董岚。 很快，董岚
来到村里，召集村民代表、贫困户代表
开了一个动员会。

刘定国说， 会上， 董岚给大伙讲了
2018年罗峒村要完成的目标，描绘了3年
后罗峒村的愿景……

一个星期后， 罗峒村每个贫困户
分到了一头牛崽。养好这头牛，每年有
几千元收入。不久，扶贫队还帮刘定国
找了份工作， 喂养合作社养的20多头
牛，每个月有工资，年终还有分红。

刘定国很小被人收养，成年后家遭
变故，妻子去世，儿子残疾。“他们帮我和
母亲相认，我重回了家。 ”刘定国说。

村支书毛思仁介绍， 村里有12对
关系濒临破裂的夫妻在扶贫队疏导下
恢复了正常关系， 还有好几个单身汉
在他们帮助下相了亲。

同时， 村里马路修好了， 桥也通
了，路灯亮了，网络实现全覆盖，家家
户户喝上自来水。 村里还成立了经营
合作社，设立了教育扶贫奖励基金，开
垦了茶园，养殖了稻花鱼，市里医院还
多次进村义诊送药……

刘定国坚信， 今年全村整体脱贫
的目标肯定能实现。

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即将开赛
11月25日至28日在长沙举行

精准扶贫在三湘

“我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擘画同心圆 服务“大统战”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综述

穷山沟变成幸福新瑶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