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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工人日报》5月4日的一篇通讯，我
省一场半个月前已经结束的活动， 这两天又
在朋友圈刷了屏。它就是2019湖南（春季）百
公里徒步活动。 这场活动参与者达1.9万余
人， 他们要在规定的两天时间内徒步穿越长
沙、湘潭、株洲3座城市。统计数字显示，最终
有3957位半百毅行者拿到了半百证书、12386
位全百毅行者拿到了全百证书。

数字本身令人惊叹。不过，它到底为什么
刷屏？通讯写得好是原因之一，而百公里徒步
背后的深刻意义也同样令人感动和向往。

去徒步，首要的目的当然是锻炼身体。世
卫组织认定，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可
是在运动这个问题上， 当下越来越出现一种
倾向：老年人在奋起，中年人在觉醒，青少年
却在沉睡。 百公里徒步九成的参与者是在校
大学生， 正是这一点， 让人看到了大学生们
“动起来”的努力，看到了他们放下手机和电
脑、放下娇气和慵懒的行动。不少人转发朋友
圈，就是为了点赞运动、点赞大学生们、点赞
敢于行动的青春。

百公里徒步，又叫百公里毅行。一个“毅”

字点中了要害。浏览 “湖南百公里 ”官网 ，许
多毅行者在谈及收获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
“坚持”。百公里毅行 ，要经历平地 、泥泞 、碎
石 、上坡 、过桥等各种路段 ，要经历体力不
支、 脚底起泡等各种煎熬才能到达终点。人
生也是如此，栉风沐雨、潜志笃行者，最终才
能有所成就 。 人生和毅行 ， 最锻炼的都是
“熬”的功力。身处逆境，苦熬能挺住；适逢险
阻，苦熬能过关 。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将百公
里毅行活动转发朋友圈， 是在为坚持点赞、
为苦熬点赞。

在百公里活动的宣传语中，不时出现一
个短语：寻找生活的意义 。拖儿带女徒步行
走的，意义或在于树立榜样 ；老当益壮仍在
行走的，意义或在于证明自我 ；孤军奋战独
自行走的 ，意义在于挑战自我 ；情侣牵手同
行的，意义在于同甘共苦 ；集体组织相约同
行的，意义在于团结互助 。这些意义何其美
好！每个人心中都有追寻美好的冲动 ，人人
都期待自己也能够来一场“百公里”。然而生
活忙碌、事务繁杂，抽身几天很难做到，那就
让自己的思绪和灵魂随着年轻人的队伍一
起毅行吧 ，或许 ，这就是人们转发朋友圈最
原始的动力。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向奶奶的指甲该剪了。“五一”节后，
泸溪县浦市镇长坪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王薇来到长坪村孤寡老人向喜英家，帮
她修剪指甲。因缺少亲情陪伴，之前，向
喜英精神状况很差， 王薇经常过来陪她
聊天，帮她修剪指甲，在王薇的陪伴下，
向喜英脸上有了笑容。

自“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倡议发出以来 ，省扶贫办根据
自身职责发出通知， 要求全省扶贫系统
精准识别帮扶对象，确定主体帮扶人，利
用各种“爱心平台”，汇聚各方力量，实施
重点帮扶。以“中国社会扶贫网”线上平
台为例，截至4月底，我省贫困户在“中国
社会扶贫网” 发出贫困户需求160.84万
条，对接成功114.98万条，对接成功率达
71.49%。

精准识别， 帮扶对象要得
到群众公认

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贫困户
杨荣福患有尿毒症和糖尿病， 是村里尚
未脱贫的3户贫困户之一。

此次“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中，岭头村通过“四议两公开”程
序（村党支部会议提议、村“两委”会议商
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决议，并将
决议和结果公开），将杨荣福确定为重点
帮扶对象。

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中，省扶贫办要求各级扶贫主管
部门指导乡镇、 村及时对建档立卡系统

中孤寡老人户、重度残疾户、重病户、智障
户等特殊困难对象进行摸排， 按照实事求
是原则，精准识别，既不能漏掉重点帮扶对
象，也不能随意扩大范围。识别出的重点帮
扶对象要在村级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至少
公示5天以上，得到群众公认。

为将活动深入推进， 省扶贫办要求各
村确定一名帮扶联络员，负责全村开展“户
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的联络
衔接工作。 帮扶联络员要认真审核帮扶需
求， 实现贫困户需求信息发布对所有重点
帮扶对象全覆盖。

重点帮扶，涵盖亲情关怀与
生活照料

新晃侗族自治县禾滩镇三江村28岁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家茂因对脱贫致富信心
不足，一度自暴自弃。驻村工作队队长周波
和镇党委书记姚波两人合力对其进行重点
帮扶。

“给予亲情关怀，对其慢慢感化。”周波
介绍，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9时，他和姚波
准时到张家茂家做农活， 为其送去日常生
活用品。张家茂逐渐敞开了心扉，树立了脱
贫致富的信心。现在，张家茂已参加了县、
镇组织的多个技能培训班， 准备发展养殖
业。

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中， 省扶贫办动员经济条件较好的同
乡、同村乡邻和当地致富带头人、社会爱心
人士、党员干部等，按照就近原则，为每户
帮扶对象确定1名主体帮扶人，对帮扶对象
实施重点帮扶。

泸溪县锦锋公司党支部书记刘纯兴是

当地致富带头人，“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
贫奔小康”活动开展后，刘纯兴在之前已与
泸溪县洗溪镇一名孤儿结对帮扶的基础
上， 又结对帮扶一名贫困学生， 每年资助
2000元学费和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

“爱心平台”，各方力量聚沙成塔

郴州市嘉禾县石桥镇石古元村贫困
户罗海患有精神类疾病，5月4日， 罗海在

“中国社会扶贫网”上发出求助需求：筹钱
治病。 短短一天， 其求助需求便实现了
97%。

发挥公益募捐活动等各种“爱心平台”
作用，汇聚各方力量聚沙成塔。省扶贫办将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与
“中国社会扶贫网” 线上平台有机结合，优
化线上功能，开辟活动专栏，设置捐赠物资
帮扶、捐赠钱款帮扶、服务帮扶三大版块，
搭建社会捐赠者与受捐者双向互动和有效
对接平台，在募集资金、物资使用上，集中
用于重点帮扶对象。

截至4月底，全省贫困户在“中国社会
扶贫网” 上发出物品需求数量1526472件，
对接成功1089242件；资金需求91315条，网
上捐赠金额达16871019元。

深入开展“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公益
募捐活动，截至目前，募集资金超亿元，帮
扶1万多户贫困户圆了“住房梦”。

5月4日， 湖南女子学院长沙校友会召
开理事会议， 决定对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
岭头村实施扶贫帮困，确定“一家一”助学
帮扶方案。全省大力开展实施“一家一”助
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等公益募捐活动，截
至目前，已资助学生超3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暮春，在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于云雾中翻阅杜鹃花事的美丽尾章，也
在寒雨里听到了杜鹃树被炙烤的痛苦尖
叫。一切皆美，云雾、花树、林鸟、草甸，唯
有一些人事不美。

“一路山花不负侬”

5月2日，雨。从桂东县八面山村金银
铺组进入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
区，此地海拔已在1000米以上。有游步道
一直修到海拔1800米左右的瞭望台，不
过，即便在假日里，游人也不多。

雨雾弥漫，山林寂寂，植物们在暮春进
入一年中生长最为旺盛的时候。 入山处植
物繁茂，除大量杉木外，青冈属、润楠属、樱
桃属、山矾属、胡颓子属等植物都很常见，
蕨类丛生，高大厚朴与低矮火棘都在开花，
山莓尚小，不堪食用。

往上走， 树木渐稀， 树型越来越低
矮， 杜鹃属植物越来越多。“何须名苑看
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大部分杜鹃花
事已近尾声，云锦杜鹃枝头残存数朵，已
没有了如云似锦的气势， 粉紫色的满山
红此时节倒是依旧开得兴致勃勃， 与小
檗黄色的花朵、 挂着一串串宫灯的吊钟
花一道点染山林，不负游人。

接近瞭望台， 进入苍苍茫茫的中山草
甸，视界豁然开朗，禾本科杂草遍生，流苏
龙胆和蒲儿根正值花期， 细弱的身躯顶着
紫的黄的小花，山高风大，花草瑟瑟，只有
杜鹃树仍然挺立。

雨水在傍晚时暂歇。瞭望台东边，有彩
虹从山谷底部一直上升，贯穿高天层云。往
西，可远眺八面山主峰石牛仙，云海汹涌，
霞光映金，有如神迹显现。

自然馈赠，恩重如斯。

杜鹃花的尖叫

当天有数路人马扎营瞭望台。 从资兴上
山的一队学生约20人傍晚时到了瞭望台，衣
履尽湿，决定捡柴烤火。

山顶除了杂草，便只有矮小杜鹃，枯枝早
已被搜寻干净。可这群人离开瞭望台片刻，便
抱回大把树枝，仔细一看，其间不少长着绿叶
的杜鹃花枝。

绿色枝叶被投入火中， 那熬过高山烈风
与霜雪的身躯，那仍旧鲜绿饱含水分的枝叶，
在烈火中吱吱作响， 声声呼痛， 化作呛人烟
雾。

通往石牛仙的路上， 有一片高大的云锦
杜鹃林，地上不时可见杜鹃花残枝，显然是游
人随手摘了，过会又不要了。

“对于这样一个顶级群落的破坏，是山顶
生态的灾难。”省森林植物园廖菊阳研究员听

闻后大为痛心。
在湖南，海拔1500米以上就足可以称作

高山了，杜鹃是这里的顶级群落的优势种。廖
菊阳认为，杜鹃是寒冷气候的产物，属生长和
更新缓慢的顶级群落， 在山顶湿冷风大的恶
劣生存环境里，除了杂草外，只有少数低矮灌
木生存， 杜鹃在这里具有无法取代的统治地
位，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愉悦的审美，对于山顶
脆弱的生态更具有巨大生态价值， 易遭破坏
而不易恢复。近些年，各地还常有高山杜鹃花
惨遭盗卖，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事
实上，高山杜鹃很难在城市安家，就算活下来
也不会开花。

高山环境恶劣，植物生长缓慢，一株不到
小臂粗细的杜鹃，可能已经生长了上百年。而
砍掉一株高山杜鹃， 要完全恢复生态也将是
上百年的事。

愿山花不负人，人不负山花。

精准识别 重点帮扶

社会各界合力脱贫攻坚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云雾八面山，杜鹃花的美与痛

� � � � 5月3日，湖南省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杜鹃花还未凋谢。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为什么“百公里”毅行一再刷屏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万波 ）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今天挂牌成立， 副省长陈文浩出席挂牌
仪式。

该中心整合了原省地质环境监测总
站、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省国土资源规划
院、省征用地事务中心、省国土资源厅宣传
中心等单位职责，主要为省自然资源厅“统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服务保障，同时为社
会提供自然资源公益服务。

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主任夏卫平介
绍， 目前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已向社会开
放提供部分大数据服务，如矿权登记、矿产
资源等相关自然地理信息资料查询等；全
面有效的自然地理信息将为个人或企事业
单位掌握自然资源情况、 并做到合理开发
利用提供依据。

自去年10月省自然资源厅挂牌以来，
省自然资源厅直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全
省各县市区自然资源机构改革一直在顺利
有序推进。目前，全省14个市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全部完成挂牌。

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挂牌
陈文浩出席，中心将为省自然资源厅行使职责提

供服务保障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陈轲）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人大社会建
设工作座谈会上获悉，目前，我省县级以上人
大均已设立或批准设立社会建设委员会。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农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级以上人大增设社会建设委员会，是
中央深化人大机构改革的要求， 其职责包括
研究、审议、拟订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事
务、群团组织、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有关议案、
法规草案， 协助本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有关执
法检查等，这对于加强社会建设，更好地保障
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领域依法治理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以来，省人大及13个市州人大已

相继设立了社会委， 另有1个市已确定了社
会委组成人员候选人，只待召开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122个县市区人大已有94个设立了
社会委，其余已获批准并正在筹建。

会议强调， 要坚持准确的工作定位，在
党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促进社会事业发
展。要贯彻民生工作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加强和保障民生。要坚
持以法治为引领，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治保障。要突出社会管
理、社会保障、权益维护3个重点，使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社会领域依法治理
我省县级以上人大均已设立或批准设立社会委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
天，2019年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培训
班在长沙开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
关春在开班式上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 进一步举旗
铸魂、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新时代湖南政法工
作能力和水平， 以争创一流的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班式由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田立文主持。

黄关春指出， 要坚持以先进科学的理念
思路为引领， 始终把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最高
原则、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把总体
国家安全观作为战略指引、 把共建共治共享

作为基本遵循、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进
一步提高新时代政法工作领导水平。 要认真
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重点建立
完善政法工作领导机制、 国家政治安全工作
机制、 维护稳定工作机制、 社会治理工作机
制、执法司法监督机制、依法治省落实机制、
政法舆情引导机制、扫黑除恶推进机制“八大
机制”， 坚持以顺畅高效的制度机制为架构，
强化体系支撑，确保上下贯通、左右衔接、执
行有力。要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
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法保护为切入点，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法治湖南，要以打造湖
南政法铁军为关键点， 不断开创新时代湖南
政法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开班
黄关春要求，进一步凝心聚力，争创一流成绩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雷鸿涛）5月5
日至6日，由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全国脱贫攻
坚培训工作研讨班在怀化举办， 旨在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关于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施意见》，总结各地扶
贫干部培训的好做法。全国31个省、市、自治
区扶贫办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新疆等地代表作了典型经验发言。湖南
建立“12345”（一个核心、两个保障、三支力
量、四种形式、五类培训）培训机制，培养造就

了一支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
伍， 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获得主办方及参训者
好评。

培训期间， 参训者还前往怀化职业技
术学院安江校区， 听了一堂扶贫培训案例
教学示范课， 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脱贫攻
坚干部培训质量等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指
出，要加强各级扶贫干部培训工作，创新工
作机制，加强研讨交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做法，提高培训覆盖面，助力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全国脱贫攻坚培训工作研讨班
在怀化举办

湖南建立“12345”培训机制获好评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下
午，湖南省人民政府组织各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参加2019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并随后举行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暨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 确保2019年高考、
学考平安顺利举行。 副省长吴桂英出席会议
并讲话。

吴桂英指出， 今年我省作为全国第三批
高考综合改革省之一， 高考的平稳顺利对稳
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将产生直接影响。 必须
高度重视高考和学考组织工作， 确保今年高
考和学考安全零事故、工作零失误。

吴桂英强调，确保高考和学考万无一失，
一是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 二是要抓实抓细
关键环节。 试卷保密要对照前不久下发的试
卷安全保密工作“60条”一项项抓落实，让“60
条”切实发挥作用。考试组织要把好考生入场
关， 采取多种手段防止携带高科技作弊工具
进入考场。采取多证核对、人机比对等措施严
防替考。 招生录取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
和招生计划，严格遵守“30个不得”“八项基本
要求”“不点录”“不补录”“不违规降分录取”
等纪律。 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的监
督，严厉打击录取违规行为。三是要提升服务
保障水平。四是要严守安全底线。五是要严格
执纪问责。

确保2019年高考、学考平安顺利举行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荨荨（上接1版）
作为我省自主创新的重大科技成果、“湖

南智造”闪亮名片，长沙磁浮快线于2016年5
月6日开通试运营。此后，不断优化各项技术
指标。 我省还在国内首次建立较完善的中低
速磁浮运营、检修维护体系，填补了国内自主
化商用磁浮车辆设计、制造、运营等方面的空
白。

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运营3年来，已接待39
个国家、52个城市的相关代表团来访。工程还
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18
至2019年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等
荣誉，并亮相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2016年
杭州）、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为加快构建长沙“高铁-磁浮-航空联
运”快速骨干交通体系，今年3月31日，位于长
沙火车南站的磁浮城市航站楼投入使用，乘
客下了高铁就可在站内完成值机、行李托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