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政治·文教 07

! "
!"#$%&'()*+,-./+,0
123456
789:!!!!!"#$%!"&"!!"
;<=>?@!!"&'!("
AB!!"#$%&'(")*+,-./
)' 012/34 *!" 1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78HI!!(%",&%''%!#!
!"J$K&L()*+,MNOPQ+,
789:!!!!!"#$%!+!!
;<=>?@!"&'"%+
AB!!"#89&:;*) ("* <=;>

?@A %,$ BC "% B "%!"D"%!+D"%!%
<1
CREF!+!!+ 5 & 6 "' 7
G=EF!+!"& 5 & 6 +& 7
78HI!!(%",++"'!**%
!SJ$K&L()*+,TUOQP+
,V?W2345X
Y89:!!!!!"#$%"%&"!!"
;Z=[?@!!"&'"%&
AB!E!"#FGH&IJ*)KLMN
OP ' 0 % B %!( Q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Y8HI!!(%&,*+"**('
!SJ$K&L()*+,TUOQP+
,!\2345X
Y89:!!!!!"#$%"%++!!"
;Z=[?@!!"&'"%(
AB!!"#RS&:;TUV")WXY

Z + 4 +!$-+!*-+!' <[\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Y8HI!!(%&,%+++#!#
!SJ$K&L()*+,-./+,]
^2345X
789:!!!!!"#$%!"!"!!(
;Z=[?@!!"&'+$!
AB!!"#]^&_`abcdef*)
"%"!+%% 0/g4
_DEF!+!!% 5 % 6 "& 7
G=EF!+!"& 5 "! 6 +% 7
Y8HI!!(%",&$"(#&!+
!SJ$K&L()*+,-./+,`
aQ+,
Y89:!!!!!"#$%!*+"
;Z=[?@!!"&'+$"
AB!!"#h%&hiTjkaIW)l
m@B 'D( 4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Y8HI!!(%#,+'"('%#
!SJ$K&L()*+,b1OPQ+
,ca2345X
Y89:!!!!!"#$%!$+'!!"
;Z=[?@!!"&'+(#
AB!!"#n%&oiTpqdor@s
'+or) $&' <D$&& <tIu12v4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Y8HI!!(%$,'+&#%#"
!SJ$K&L()*+,b1OPQ+
,b1d2345X
789:!!!!!"#$%!$+"!!"
;Z=[?@!!"&'+&"
AB!!"#n%&n%T*wdx%@s
'+tyz{1 % BC + B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78HI!!(%$,'(&%+""
!SJ$K&L()*+,`1OPQ
+,
789:!!!!!"#$%!*!!
;Z=[?@!!"'&+&!
AB!!"#h%&@|ahG*) "** <
}(~� & BD# B
CDEF!+!!+ 5 ' 6 +* 7
G=EF!+!"& 5 "+ 6 "! 7
78HI!!(%#,*$*!#!+
OeJ$K&)*+,-.HI3fOP
789:!!!!!$#$%!!!!&!!
;<=[?@!!+%*%%(
AB! !"#]^&��a���)��
"!' <��@A +" B
_DEF!+!"$ 5 ( 6 %" 7
G=EF!+!"# 5 + 6 "" 7
78HI!!(%",&$&#!&#"

!"#$%&
'()*+,-.
/01234,5
678 !9 ": #;

$%<*+=>?@A%!BCDEF&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3月的枧江河宽水深，站在玉皇洲大桥上
极目两岸，正是柳绿草青、生机盎然之时。经
过一个冬天入户走访、深入调研，袁桂雄和工
作队员们与枧田村村支两委制定出脱贫大
计：组织稻虾藕虾种养合作社，巩固前3年脱
贫成果；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对接乡村振兴战
略。 这会， 挖机正在流转过来的149亩地里
“突突突”地挖沟整地，建设标准化养殖场，新
翻的泥土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
香，成群白鹭跟在作业者身后争食，兴奋得比
赶集还热闹。

去年10月，身为株洲市民政局副调研员
的袁桂雄， 卸下了茶陵县腰潞镇左江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的担子， 看到当地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任务突出而紧要， 他选择留在基层接
着扶贫。这样，他又成了株洲市委驻腰潞镇枧
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别看枧田村刨穷根的
措施推进得顺风顺水， 老袁扶贫路上一路走
来也碰到过不少困难，但他吃一堑长一智，干
一事成一事。

环村道路不能分段施工

“老袁， 昨天晚上你厕所的灯开了一晚
上，照得我通宵没睡，我现在开始要在村部门
口睡觉。”

2014年3月， 结束在醴陵市泗汾镇泗汾
村为期2年的党建帮扶后，袁桂雄被组织派到
炎陵县鹿源镇湖田村驻点帮扶， 住所安排在
村部楼上。有一天清晨起床，他发现一位村民
抱着被子睡在村部大门边， 起先以为对方是
因为贫困来找他提意见， 赶紧解释昨晚自己
回来得晚， 洗完澡以后忘记关灯就上床睡觉
了。进一步交流发觉，对方既不是贫困户，也
并非对扶贫工作有意见，而是因为3.1公里的
湖田环道动工修建， 他儿子想承包施工位于
本组的那一截路面， 当爹的便替儿子“拉生

意”来了。
袁桂雄出生于1963年，中等身材敦敦实

实，年轻时当过14年兵，退役多年军人作风
依旧。 修建环道是为了让湖田村依托炎帝陵
景区打造“后花园”，在山上发展果园花园、养
牛养鸡等产业。环道经过6个组，如果分成6段
修筑，怎么可能修得好？坚持原则顾大局，老
袁心里亮得跟明灯似的， 但他没有因为对方
不是贫困户而一轰了之， 更没有因为他心存
私心而一顿数落，而是把对方请到自己房间，
坐下来喝茶，两人慢慢聊开了。后来老袁还几
次上门到他家里做思想工作， 一家人后来都
转变原先想法，齐心支持工作队工作。

湖田环道修好以后，山上特色水果、肉牛
肉鸡等种养产业发展起来， 不仅贫困户脱了
贫，村集体收入也由原来的零变成了60多万
元。老袁说，做群众工作，尤其需要耐心细心，
这样可以化解很多矛盾。

“五彩左江”带来滚滚财源

2015年10月，袁桂雄转战到贫困发生率
17%的茶陵县腰潞镇左江村驻村扶贫， 并担
任工作队队长。挨家挨户走下来，老袁了解到
左江村缺少主导产业，集体经济薄弱；贫困对
象认定欠精准， 群众意见大； 基础设施欠账
多，百姓生产生活不方便。

开弓没有回头箭，军人铁血冲在前。老袁
跟两位搭档表明心迹：再苦再难，左江一天不
脱贫，工作队一天不撤出。

一次次地毯式摸排，重新识别贫困对象。
最后， 清除四类对象和不合格贫困户39户、
159人，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65户、230人，新
增38户、112人，动态调整率达57%。老袁他们
和村支两委干部一起， 认真分析贫困户致贫
原因，量身定制脱贫措施，实行个性化精准化
结对帮扶；对清退出去的农户继续关心支持，
不搞一清了之。

左江村有着独特的高山气候， 适合发展

精细化、高产化生态种养。老袁带着工作队员远
赴杭州引进杭白菊品种，种植高山白菊，还因地
制宜发展红心柚、黑米种植和绿色休闲产业，利
用山坡草多的优势养殖黄牛和黑山羊，形成“五
彩左江”产业格局。

第二年，光杭白菊的产值就达到160万元，
合作社赢利60万元，年底贫困户每人得到1200
元分红。如今，左江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过10万
元，全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4%。

重庆人新春送药礼赞

“山高林密四季青”是左江的名片，同时意
味着此处山道弯弯交通不便。过去，左江村农户
用电是自供电，电量不足，电压不稳，有时跳闸
跳得连饭都煮不熟。 路和电成了左江人的“心
病”，老袁急群众之所急，琢磨如何解决路和电
的事。

他往返省市县，多方协调争资立项。在株洲
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等联点单位支持下，筹集
资金350万元， 拓宽改造通村道路5.2公里、 组道
20公里；投入170万元改造电网，左江人从此用上
了大电网电。文体广场、乡村大舞台、村卫生室、
电商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建起来了，古老的
左江展现出靓丽姿容。新公路开通那天，欢笑声
在村部久久回荡，群众说：“工作队在村里3年，办
成了左江人过去30年想办却没有办成的事！”

今年新春大年初六， 重庆人贺乙峰驱车数
百公里找到左江村，打电话联系到袁桂雄，说送
来了祖传药方制成的中成药， 免费给老袁治痛
风病。老袁多年工作在乡下，疏于养护身体，落
下了痛风的毛病。贺乙峰与他素昧平生，几天前
通过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节目，看到了老
袁驻村扶贫的感人事迹， 严重痛风折磨老袁的
镜头让他心痛，他想利用祖传医术减轻心中“最
美扶贫人”的病痛。

人间自有真情在。与其说贺乙峰送给老袁的
是治病药， 不如说他送上的是对奉献精神的礼
赞，是对老袁他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胜信心。

3月24日， 市民在参观
摄影作品展。当天，“洪江古
商城”湖南怀化旅游摄影大
展在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
馆开展， 展出作品 107幅
（组），多角度展示了怀化的
风情风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陈薇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贺旭艳）“上联： 新莺争暖树”“下
联：旧燕啄春泥”；“上联：双清水映一轮月”
“下联：六岭花香万里天”……楹联名家在
台上出联，听众在台下积极作答。3月24日
上午， 邵阳市资江潮诗联会巡回讲座首站
在新邵县八中开讲， 为400多名师生和来
自全市各地的诗联爱好者献上了情趣高
雅、妙趣横生的审美盛宴。

资江潮诗联会是邵阳市最大、最有影响
的文化公益组织———邵阳市资江潮文化公
益协会今年打造的一个公益文化品牌，将组
织吕可夫、邹宗德、张正清、钟九胜、张先军、
谢卫民等省内外和邵阳市知名的邵阳籍诗
词楹联专家，不定期地深入学校、企业和社

区等传播诗联文化、传递公益情怀。
今天的讲座， 邀请长沙市楹联学会会

长吕可夫和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团主席张
先军主讲，两人分别以《两行平仄涵今古，
独步风骚看对联》《才有梅花便不同》 为主
题， 对走进千家万户的对联和众人并不陌
生的历代咏梅诗进行了介绍和赏析。 通俗
生动的讲解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 邵阳市
九中的英语老师、 诗联爱好者胡贵程告诉
记者：“听了讲座，收获不少。增加了知识，
加深了对诗联的了解， 也提高了自己学习
诗联、创作诗联的兴趣。”胡贵程现场作答
的下联还获了奖。

讲座期间， 还安排了学生古筝演奏和
书法家书写对联赠送听众等活动。

传播传统文化 传递公益情怀
邵阳市举办资江潮诗联会巡回讲座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吴昊 杨艳）昨天上午，湖南省第24个“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沙举行。
记者获悉， 我省是全国结核病高疫情省份之
一，目前，我省积极推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肺结核患者管理新模式，为糖尿病患者、65
岁以上老年人群提供免费肺结核筛查。

今年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宣传日，主题是“开展终结结核行动，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 2018年全省共登记肺结
核患者5.2万余例， 肺结核报告发病率
78.8/10万，肺结核报告发病人数及报告发

病率分列全国前列。
2018年，在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的共

同推动下， 各级疾控中心加强学校疫情监
测，建立了“日巡查、周报告”制度和学生年
龄段结核病患者预警追踪制度， 及早发现
疫情苗头，及时处置，有效地防范了学校聚
集性疫情的发生。同时，规范了学校入学新
生肺结核筛查工作， 全省共筛查1.68万所
学校，筛查学生235万余人。

为了让肺结核患者得到更规范的诊疗
服务， 我省结核病诊疗工作已由疾控机构
移交到定点医院。

糖尿病患者、65岁以上老年人群
可免费筛查肺结核

� � � �株洲市民政局副调研员袁桂雄连续8年在3个县4个地方驻村扶贫，每次都干得扎实，效果突出。
强烈的民生情怀让他在基层实现了人生价值，促使他继续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扶贫战线孺子牛

怀化旅游
摄影展开幕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
员 彭军 ）今天上午，在住有126名孤儿的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慈爱园里,暖意融融、爱
心满满，湖南省慈善总会“慈善助孤·爱润春
蕾”暨2019南山奶粉“牛奶力量”公益活动第
一站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数家单位和企业
为孩子们捐赠了总价值170万元的现金与物
资。

自治州是我省脱贫攻坚主战场，贫困人口
众多，其中，孤儿更是成为亟待关心扶助的一
个弱势群体。自2015年开始，自治州开始探索
实施孤儿集中供养模式， 通过几年的发展，到
今年底，全州各县市区将实现慈爱园建设全覆
盖，目前已有651名孤儿得到了集中供养，该州
所实施的集中供养孤儿模式，在全国已成为以

地区为单位系统救助孤儿的典范。
活动中， 南山集团向州慈爱园捐赠了价

值50万元的奶粉，湖南明瑞西部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向州慈爱园捐赠了10万元现金，省慈
善总会向州民族中学“衣恋阳光班”捐赠了价
值10万元的物资，省慈善总会向州慈善总会
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物资。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慈善
助孤·爱润春蕾” 活动主要是向自治州的孤
儿提供帮助的一项活动，从吃、穿、住、学、就
业等各个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帮扶，这既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指示精神的
具体表现，也是帮助孩子们重塑信心、回归社
会、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彻底改变命运的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杜智慧） 今天， 长沙市律师行业党建
工作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会议明确， 今年
长沙律师行业将逐步实现党建全覆盖全规
范全统领。

按照司法部党组关于开展律师行业党
建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的要求， 长沙市律师
行业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 以夯实基础为抓手， 抓好党支部
“五化” 建设， 力争今年底90%的党支部基
本达标； 以队伍建设为重点， 加大律师党
员发展力度； 以党建成效为引领， 提供优
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
纠纷， 深入开展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 律
师调解等工作。

“慈善助孤·爱润春蕾”公益活动
在自治州启动

长沙市律师行业
党建工作座谈会举行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通讯员 李妍蓉
记者 左丹）3月22日，湖南大学召开“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来自该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数十位教师围绕如何上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思
政课教师，展开了热烈研讨。

新时代思政课如何改革创新？ 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前上好思
政课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如何办好思政课？ 围绕这些问题， 大家表
示， 要把办好思政课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的首要任务， 积极推动思政课教学改
革，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加大思政课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的投入，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政理论
课教学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表示， 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于建好教师队伍。湖
南大学将从制度建设入手，建设一套科学合
理、务实有效，能够促进教师持续发展、稳定
工作，进而促进教学工作不断改进提高的完
备制度体系。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
量，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学生在校时
是否做到了两个拥护：拥护党、拥护社会主
义； 二是学生出校后是否践行了两个服务：
服务祖国、服务人民。要想不断提高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必须抓住四个要素：以
科学理论启发人、以详实案例说服人、以充
沛感情打动人、以创新方法吸引人。

从制度建设入手
湖大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通讯员 左彩云
记者 段涵敏）3月23日下午，一辆无偿献血
车开进了中南大学升华公寓，52位不同肤
色、不同语言的留学生纷纷走上献血车，撸
起袖子献热血。

第一个走上献血车的是非洲籍留学生
罗拉。罗拉熟练地填写无偿献血征询表，通
过检测后，顺利坐到了献血位上。他告诉采
血护士戴理，这不是他第一次献血，中国是
他的“第二故乡”，公益活动他都会积极参
与，希望为中非友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是A型血，我以前在我们国家也参
加过无偿献血。”来自蒙古国的甘巴塔说着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她说：“我应该可以算
半个中国人了，我从小喜欢中国，所以一直
努力学习中文。在中南大学读研的这几年，
我把丈夫也带到中国一起学习， 我希望他
可以一直和我在中国生活。”

“你们需要帮忙翻译吗？我在中国学习
中英翻译专业。”献血现场，来自俄罗斯的
乐沙是个热情的大男孩， 只要看到献血车
前有留学生准备献血， 就会询问是否需要
帮助。 他说：“因为我觉得生活在长沙很快
乐，所以给自己取名叫乐沙。”乐沙说完走
上献血车捐献了400毫升血液。

据此次活动发起人白玉介绍， 为感谢
中国朋友对留学生的帮助， 她们在留学生
群发起了此次活动，大家迅速响应，这个活
动也同步在北京、 郑州等城市举行。 她表
示，以后会将这个活动延续，以不同的形式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据统计， 本次活动共有52位留学生参
加献血，来自长沙的各大高校，共捐献血液
20000毫升。献血现场，他们还身穿自己国
家的服装，唱歌跳舞，希望以此种形式吸引
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无偿献血。

爱心无国界 52位在长留学生献血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我国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重大战略。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陈玲霞， 专注专业研究， 走出了一条
用档案学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

陈玲霞从事档案学研究12年， 主持和
参与 《大数据时代档案网站用户体验研
究》 等省部级、 市州厅级课题10余项，
通过深耕档案科研， 来更好地服务社会、
服务民生。 2019年初， 她新立项的湖南
省社科评审委员会课题是 《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村级档案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将专业的眼光投向乡村振兴。
陈玲霞介绍， 村级档案工作为服务乡

村振兴有两个助力， 一方面通过搭建档案
共享利用平台， 方便、 快捷地提供农地确
权档案工作、 精准扶贫档案等档案实体查
询利用； 另一方面， 通过挖掘村级档案中
的村史村情、 乡风民俗、 先贤故事等文化
资源， 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食粮， 提升乡
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比如宁乡的青铜文
化有很多历史存留， 通过档案挖掘整理，
已融入乡村旅游的开发， 大大提升了乡村
旅游的品位。 这样成功的案例对全省很有
借鉴意义。” 陈玲霞说。

用档案学推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