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要闻 04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肖莉莉 钟华林

6月7日， 祁阳县潘市镇陶家湾村陶铸故
居，四周山峦叠翠，松风阵阵。 一些游人站在
故居前刻着《松树的风格》的石碑前，高声朗
读。

“这几年，陶家湾村从一个‘脏乱差’的省
级贫困村，通过推动红色旅游发展，成为了美
丽乡村，去年实现整村脱贫。 ”祁阳县浯溪碑
林名胜风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 驻陶家湾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叶黎自豪地说。

近年，依托陶铸故居发展红色旅游，陶家
湾村不仅脱了贫， 而且还成为潘市镇发展的
“新引擎”。

“脏乱差”贫困村变成花园村
记者在蹲点中看到， 村民王金贵在忙着

给游人做当地的小吃， 她把垃圾分门别类放
好，屋前屋后干干净净。

王金贵身体不好， 干不了重活,2014年，
她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几年，来这儿的
游客增多，她家脱了贫，还有了存款。

陶铸故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但以前，因空房危房等阻挡，村
里道路七拐八弯，家家垃圾乱堆，要发展旅游
是困难重重。

2016年以来， 驻村扶贫工作队号召村民
为红色旅游增光添彩，全面实施“一拆二改三
种四清洁”，即拆除危房空心房和影响旅游发
展的房屋，改水、改厕，种树、种花、种果，清洁
家园、水源、田园、能源。

刚开始，部分村民有抵触情绪。 这时，家
在旅游公路旁的64岁村民李国富， 主动拆除

猪圈、柴火房、旱厕、厨房等，拉直了道路，他
还积极做大家的工作：“我们是陶铸家乡人，
应当无条件支持发展红色旅游。 ”

在李国富带动下，全村共拆除危房、空心房
等5640平方米。 村里建起了两个小游园和绿色
停车场，改厕84个，村道两旁全部种树栽花，家
家户户种花种草，安排保洁员全天保洁，陶家湾
村成为了花园村。这几年，陶家湾村接待游客人
数、旅游收入每年增长15%以上。

红色旅游发展带动村民脱贫
中午时分， 村民陶昌华声音洪亮地给客人

讲陶铸儿时的故事：“陶铸同志， 原名陶际华，
1908年1月16日出生在陶家湾村一个贫困的知
识分子家庭……”当天，他接待15桌游客。

陶昌华农家乐的墙上， 整齐地张贴着从
南湖红船到建立瑞金苏维埃政府、 新中国成
立、一带一路等的有关图片和文字。

叶黎告诉记者，在陶家湾村，许多家庭有
红色文化陈列室，红色氛围浓厚。

村民杨田生接着说， 为推进红色旅游发
展，村里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光辉历史、时
事政治，人人现在都是红色讲解员。

陶昌华接上话茬， 深情地说：“没有党的好
政策，就没有我们现在安定的生活，就不可能脱
贫致富。 ”据悉，去年该村人均增收800多元。

红色旅游小镇正兴起
近年来， 在陶家湾村红色旅游发展的同

时，潘市镇也结合挖掘古民居等“古色”资源，
发展“陶铸故里·古韵小镇”红色旅游小镇。

潘市镇工作人员陈龙介绍， 镇里以陶铸
故居为核心，构建了科学的旅游线路。

要把各个景点串联起来， 需要建设旅游

公路。 因为涉及多个村庄， 一开始出现不少
“扯皮”现象。 陈龙说：“在关键时刻，镇、村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发挥， 大家不但
主动拆房让地，还积极深入做工作，实现提前
完工。 ”

记者沿着旅游线路采访，只见李家大院、
八角岭风景区、柏家古民居等景点游人如织。
潘市镇上，街道干净整洁，商铺和民居统一改
造成灰墙白瓦、飞檐翘角造型的徽派建筑，一
个宜居、宜游的小镇展现在眼前。

2017年，潘市镇被评为全省美丽乡镇。 柏
家古民居等7个村落，相继被评为全省历史文
化名村，其中,李家大院还成为国家3A级旅游
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 建成的潘市镇红
军学校，是永州市唯一的红军学校。

■蹲点感言

让红色基因的“花朵”
越开越鲜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中学课本收录的陶铸同志的 《松树的风
格》，让人们记忆犹新。 今天的陶铸故居，红色
资源已成为发展“引擎”，推动陶家湾村整村
脱贫，大步迈向小康。 同时，祁阳县还整合潘
市镇古村落等“古色”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业，
强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是我们这
个时代应尽的社会责任， 而更好地利用红色
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必将让红色基因的 “花
朵”越开越鲜艳。

———记者蹲点见闻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近
日，衡阳市委印发《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突出问题的具体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精简文件、精简会议、改进调研活动、
规范督查考核、规范表彰奖励、推动政策落
实6个方面出台23条“硬核”规定，从源头上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精简”
“改进”“规范”“加速”上下功夫。 切实精简

文件和会议，规范请示报告，着力解决文件
过多、文风不实和会议时间过长等问题。同
时，通过规范督查考核，改进评价方式，着
力解决检查考核过频过度留痕等问题。 对
规范表彰奖励，也实行严格审批管理，着力
解决评比表彰活动过多过滥等问题。 并通
过加强统筹协调，注重调研实效、防止走秀
式调研，减少陪同人员，简化接待工作，解
决调研不实增加基层负担等问题。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徐荣 蒋睿
通讯员 张羽 刘晓元）“以前， 我们每月要
迎接各类检查督查至少3次，现在进行联合
督查，确实减轻了不少负担，让我们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 ” 今天上
午，谈起近期开展的联合督查行动，湘潭县
云湖桥镇东石村村干部杨果由衷称赞。

今年以来，湘潭县围绕脱贫攻坚大排查
大走访、扶贫领域专项巡察整改落实、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
中整治等工作开展联合督查， 成立了由湘潭

县纪委监委牵头，县委督查室、县贫困帮扶中
心、 县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组成的6个督查
组。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的形式，通过查阅
资料、实地走访、现场查看、调查核实等方式
全面了解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督查结束当日，
督查组向被督查单位进行初步反馈， 并针对
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该县共收到83家单位排查问
题228条，制定具体整改措施319条。 今年一
季度，全县性会议同比减少36.5%，发文数量
同比减少35%，督查数量同比减少62.5%。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陈保文）6月6日， 永兴县纪委县监委
通报，根据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求，该
县今年在“精准”上下功夫，防止问责不力
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 今年1至5月，该县
问责21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三分之
二。

该县注重“四个聚焦”，围绕“四大重
点”内容，进行严肃问责。 即聚焦党委（党
组）政治责任，重点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的，
坚决严肃问责；聚焦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重点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 组织生活不
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严肃问责；聚
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点对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走过场”“做虚功”“假把式”等

问题严肃问责； 聚焦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重点对扶贫领域、扫黑除恶、惠民政
策落实等方面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及监管
缺位严肃问责。 今年问责的21起事项中，
涉及“四大重点”内容问责13起，占问责总
数的61.9%。

同时，该县依规依纪，规范问责。 在责
任划分上，对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党内规章要求，界定责任范围，厘清权责归
属，分清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及重
要领导责任，抓住“关键少数”，把“板子”打
到具体人身上，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在程
序上召开会议集体研究作出问责立案决
定；在效果上，慎重问责，正确区分执行不
当、执行不力、不执行等不同情况，实现问
责一个、警醒一片。

。"!#$%!&'("
!"!#$%&'"#$%&'(()*+',%-----.()*+/#,%

& ' "0$%&'1(),$'+'-----.( - . / / # , % & ' "
0$2&'11)*+',2-----. 01234567*89:;<=>
?@A B;<C 2'1)D +E 2)FGH IJKLMNOPQ
RHSTUVWX@YZ[\]H^_`;abcdFG 1+F
ef;<ghijklHm>noghH;<pqijrst
hHuvwxynz{]HuZ[C|}~A

�v;a
)*+,-$./0123456789:;1<

!"#$ = % > #& ?

! "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胡纯亮

“护理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不仅要掌
握熟练的手法，更要理解为什么，怎么做，
将来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6月6
日，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教师唐萍，精
心给学生讲解护理学知识。讲完课后，她回
到办公室，准备教案、课件……

今年35岁的唐萍，是永州职业技术学
院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学生心中她“最美”，
同事眼中她“最拼”。“她一直都是这样‘奔
跑’着走过来的。 ”护理系主任谢玉琳这样
评价唐萍。

18岁时，唐萍大专毕业留校担任辅导
员。由于学校缺教师，不久学校又让她担任
班主任，还安排她给学生上课。

刚刚大专毕业， 要走上讲台给大专生
上课。“压力好大呀！为了上好这堂课，我整
整准备了半个多月。 ”让唐萍没想到的是，
第一堂课反响很好。

之后的每一堂课，唐萍都精心备课，把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学习、备课。

正值花样年华的唐萍谈恋爱的时间都
被耽搁了，近30岁时才结婚成家。 功夫不
负有心人， 唐萍成了学生们心中最优秀的
老师，她的课程、教案、课件制作等，在学校
的教学比武中，多次斩获一等奖。

教书辛苦，当班主任更不容易。 2003
年， 刚毕业的唐萍接任五年制护理班班主
任。“一个班100多名学生，都处在青春期，
管理上一点差错都出不得。 ”唐萍坦言，她
当时真是“压力山大”。没有经验，唐萍边学

边教，比别人多花几倍的精力和时间。
在唐萍字典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多名“差生”被她真情
感召，后来成为优秀的医护工作者。她也连
续多年获得学校“优秀班主任”称号。

工作10多年，唐萍奔跑的脚步始终没
有放缓。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她积极投身教
研教改。 近几年来，她参与了2门国家精品
课程、3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教育
部护理专业课程资源库建设……还参与了
多项省市课题、编撰教材等工作。

她一直在挑战自我， 奋力超越。 从
2014年开始， 唐萍团队连续5年代表学校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大赛， 一共为学
校捧回3个全省第一，两个全国二等奖。

每一次殊荣的获得， 她都付出了辛勤
的汗水。“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比赛是在
2017年，我是一边保胎，一边参赛，躺在病
床上，指导团队成员打磨作品，克服困难录
制节目……连续4个多月不分昼夜鏖战，期
间，3次住进医院。 ”最后，她挺着大肚子和
她的团队再次站上了全国比赛的领奖台。

从最初的辅导员，再到省级骨干教师，
再到学院护理系的教学主任、副教授；从普
通的“高职生”，到心理学硕士……有人说，
她总是被幸运女神眷顾， 但只有她自己知
道付出了多少。

最近， 唐萍获得共青团湖南省委颁发
的“湖南青年五四奖章”。目前，她又开始了
新的征程：“荣誉只代表过去， 我还有一个
心愿， 我要代表湖南拿到全国职业院校信
息化大赛的第一个一等奖。为了这个目标，
我还要继续在人生的赛道上奔跑向前。 ”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吴文捷） 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今天披露，
截至5月底，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已完成理赔73例， 累计赔付674万
元， 其中身故保险金658万元，伤
残保险金16万元， 惠及长沙等29
个城市的73位环卫工人家庭。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 由新华保险通过
公益基金会向环卫工人每人赠送
1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保险。 该
项目自2017年8月22日启动，累计
已向全国66个大中城市的587181
名环卫工人赠送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共捐赠保额超过587亿元。

新华保险表示，该项目2019年将扩展
到常德、益阳等全国100个城市，覆盖环卫
工人总数超过70万人，让更多环卫工人感
受到保险带来的福祉。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陈 昊 李孟河
通讯员 张 军

土家族人尽情挥洒蓬勃激情与展示灿烂
文化的日子———舍巴日到了。

土家语“舍巴”，意为摆手，土家语“日”，
即为“做”，舍巴日即为跳摆手舞，是土家族一
个综合性节日， 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
节庆活动之一。 龙山县洗车河镇，于今年2月
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土家族舍巴日之乡”。

6月6日，武陵山中的龙山县洗车河古镇，
早早地便被来自十里八乡的、 自称为“毕兹
卡”的土家族乡民们踩醒。

男女老幼， 都着了节日的盛装———由家
织布与“西兰卡普”共同做成的土家族特有的

服装，山顶上、沟谷里、田坎上、包谷地边、黄
桃林下、蓝莓地里，向古镇里的大摆手堂前汇
聚。

大摆手堂前的摆手广场，也极有特色，地
面上镶嵌着“西兰卡普” 的48勾等花纹与图
案；人山人海的广场上，猎猎招展的各色旌旗
下，乡亲间用土家语互致亲热的问候，让人瞬
间便浸入了土家族文化的浓浓氛围中。

活动从迎接土家族的先祖———八部大王
开始。

年近8旬、白须飘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梯玛歌》 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彭继
龙，手持八宝铜铃与法器，最先从大摆手堂里
走出，8名梯玛紧随其后，且歌且舞；60名甲马
号手、锣鼓手、唢呐手，将各自的音符，响响亮
亮地抛向空中、洒向水面。 洗车河中的9只小

船，载着9名梯玛，向上游的一个
陈牲醴的地方缓缓驶去。

少顷，主船载着一个巨大的
红色“福”字，行在最前；另外8只
小船，各自载着一幅巨大的“八
部大王”画像，回到码头。这是土
家 族 舍 巴 日 必 不 可 少 的 仪
式———迎神， 也就是恭请祖先，
与大家一道同喜同乐。

土家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
性， 在这里对口扶贫的长沙市望
城区，带来了花鼓戏《刘海砍樵》
和《铜官窑》，不同质地的文化呈

现，依然得到了土家族人的阵阵掌声。
精彩一个接着一个，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咚咚喹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严三秀等8位
女士、女生，从一根根小山竹管里，吹奏出具有浓
烈山野之趣的天籁之音，穿透人的魂灵，让人如
痴如醉。

土家族男女青年彭茂森、 田剑英演唱的
土家族情歌《隔山隔水隔远了》———这山没得
那山高，望见阿妹捡柴烧；有心和妹去烤火，
隔山隔水隔远了。 则让现场的青年男女们热
血沸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打溜子
《锦鸡拖尾》《雄鸡争艳》《八哥洗澡》， 更是惟
妙惟肖，出神入化。 这些表演者或是龙山县靛
房镇坡脚等村的地道农民， 或是龙山县老年
大学的退休学员。

摆手舞开场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引领着36名地道的龙
山县农车镇的男女农民， 虽然高矮胖瘦不
一，一招一式却认真而执着；这招这式，都
来自土家族人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挖
土、插秧、薅草、背包谷，智慧的土家族人把
它音韵化、舞蹈化，且歌且舞，展现土家族
极为乐观的精神追求。

最后的《大团摆》，包含观众在内的所有
人员，一同在摆手广场上，跳起摆手舞，里三
层、外三层，人们说着、笑着，反时针方向，转
着、跳着。

年近80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
族打溜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田隆信兴奋地
说，只有今天的太平盛世，土家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爱国情 奋斗者

陶铸故里：

红色资源成为发展
“新引擎”

土家族舍巴日里颂盛世

湘潭县联合督查为基层“减负”

衡阳出台23条“硬核”规定

永兴问责注重“四个聚焦”

奔跑的姿态最动人
唐萍：

新华保险环卫工人公益项目累计赔付674万元
今年将覆盖环卫工人超过70万人

艺术摄影家走进泸溪
6月6日，摄影家们在泸溪县苗寨里进行摄影创作。 当天，第二届“到人民中去”湖南省艺术摄影家走进泸溪创作活动举行，来自全省

各地的60多名摄影家，将在4天时间里，走村串寨，用镜头聚焦泸溪自然生态、人文风情、浦市非遗旅游文化、乡村振兴和旅游等，记录人
民幸福生活，讲述新时代湖南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