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颜英华）7月2日至3日，公安部学习贯彻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精神巡回宣讲团在湖南进行宣讲。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会见了宣讲团一
行，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
神在湖南落地见效交换了工作意见。

报告会上，宣讲团成员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学懂、弄
通、做实要求，深刻解读了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和精神内涵。

会议强调， 要以此次宣讲活动为新起点，
继续组织全警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学思践悟
活动，引导全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内涵要义，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合一。要坚持对标笃行，既要用好外力、凝聚合
力，更要激发内力、当好主力，充分履行好新时
代赋予的新职责新使命，以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的实际行动，加快推动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 要认真开展“回头看”，既要总结
经验、发扬成绩，又要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全
力推进“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
努力确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安保湖南战场的
万无一失，真正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民警们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真正做到学在深处、
谋在新处、干在实处。

公安部宣讲团来湘宣讲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在长沙举行
2019年度落实反拐行动计划县级妇儿工委
主任培训。 国务院妇儿工委委员、全国妇联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琳，副省长、省妇儿
工委主任吴桂英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谭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妇女儿童

工作的重视和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
展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妇儿
工委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和权益保障
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 为保障妇女儿童人身权
益构筑坚固防线， 切实履行妇儿工委在反

拐和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中的职责任
务。

吴桂英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不断
健全政府主导、 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共同
参加的合作机制， 保持对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的高压态势， 最大限度减少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行为的发生， 最大限度减轻被拐卖
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培训为期2天，公安部刑侦局、中国政
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
心、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专家学者授课，
来自河北等11个省区、51个县市区的妇儿
工委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2019年度落实反拐行动计划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在湘举行培训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施泉江 ）7月
1日至2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
在岳阳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他指出，实现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从规律上讲，党的领导是
核心，改善民生是根本，法治建设是关键，群众
自治是基础。 要牢牢把握安全稳定的这“四根
支柱”，坚持以群众自治为基础，大力推进社会
治理创新。

李殿勋一行先后来到汨罗市汨罗镇武夷
山村、 岳阳市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 岳阳市
12345热线办等基层单位走访调研，并与岳阳
市委、市政府及市直政法单位负责同志、基层
政法委书记进行座谈。

李殿勋强调，群众自治的本质是群众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直接目的就是要通

过群众自治实现群防群治。 这一本质和目的，
要求我们必须尊重群众自治规律，坚决克服群
众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坚决克服群众自治
组织成员的脱产化倾向，坚决克服政府对群众
自治组织实施购买服务和误工补助的工资化
倾向。 要结合本地实际，大胆探索横向的社区
自治和纵向的行业自律。要处理好政府管理和
群众自治的关系， 科学界定两者的职能边界，
该群众自治的事项由群众自治组织行使权力，
该政府管理的事项尽可能减少对群众自治组
织的授权委托， 确需委托的公共服务事项，要
明确权力义务关系， 不能胡乱地延伸职能、下
沉管理。 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
一切社会治理创新力求做到“当期解决问题、
长远不留后患”。

李殿勋在岳阳调研时指出

坚持以群众自治为基础
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 � � � 7月3日，溆浦县桥江镇黄潭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一栋栋白墙绿瓦的崭新房屋整洁美观。 近年来，该县为改善山区贫困群众的
生活环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达5236户20806人，建设集中安置点36个，并积极引导搬迁后的村民开启脱贫致富新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搬”来幸福新生活

荨荨 （上接1版）
在长沙市高新区天仪研究院， 有一支培

养孩子航天兴趣的由年轻高科技人才组成的
关工委队伍， 他们立志让更多的孩子知晓宇
宙奥秘， 激发航天梦想， 顾秀莲对此高度称

赞。在中联重科和博世科环保科技公司，顾秀
莲详细考察了企业关心下一代工作。

在湘期间， 顾秀莲还出席雷锋纪念馆
“全国党史国史示范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
她指出，红色基因教育是灵魂工程、基础工

程、生命工程，各地关工委要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重视发挥好党史陈
列馆、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优势，把党史国史
教育作为必修课， 使红色基因全方位融入
青少年心灵血脉。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远征）今天，省委党校、湖南行政
学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演讲
比赛。

比赛中，来自厅干班、中青班、处干二
班、处级公务员进修班的8位选手，紧紧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结合本职工

作， 深情讲述了革命先辈和时代楷模的光
辉事迹，用身边的典型、生动的事例、感人
的故事，阐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
意义。 选手们激情昂扬的演讲，赢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

主体班全体学员观看了比赛， 学员们
纷纷表示， 将以这次演讲比赛活动为契

机，认真组织和参与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活动， 深入贯彻落实“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不
断强化宗旨意识， 加强党性锻炼， 脚踏实
地、 立足本职， 矢志不渝、 接续奋斗， 努
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的新业绩。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省委党校

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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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前几天，偶然读到一则“毛主席让出最后
一支盘尼西林救小女孩”的故事。 虽然这则故
事篇幅不长，从头至尾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足
以震撼心灵。

故事梗概是：1948年5月的一天，毛主席一
行乘车去西柏坡，途经平山县境内时发现路边
躺着一名八九岁的小女孩，旁边围着一大圈村
民。毛主席见状下车询问，得知孩子生病多日，
家人抬着就医途中病情加重。主席赶紧让随行
医生为孩子把脉。 一番简单的检查后，医生告
诉主席，孩子能救过来，但问题是药箱仅有一
支盘尼西林。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盘尼西
林可是珍稀之物。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
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 不到万不得已……”医
生话还未说完，毛泽东便有些生气了，“现在已
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凭着一支平时舍不得用的进口药，女孩被
从鬼门关前拉回来了。当一行人准备继续赶路
时，孩子的母亲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菩萨
啊，你们是救命的菩萨啊！ ”

百姓眼里，“菩萨”是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
希望寄托。 这一声“救命菩萨”，道出了共产党人

在群众心里至高无上的位置。
共产党人的初心， 从来就不是一句抽象、空

泛的口号， 它既体现于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殊死
奋斗的壮怀激烈，也呈现于“以百姓心为心”具体
细微上。重温红色经典，能感受来路的艰难，感受
到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半条被子”的故事，生
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民情怀；瑞金沙洲坝镇
七堡村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的故事，道出了
“寸寸红土地、遍洒英烈血”的巨大牺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近百年峥嵘岁
月，可以校准初心使命的“坐标”。 情感交流的
最高境界，无外乎以心交心、以心换心。从最初
50多人的组织，发展壮大到目前超过9000万人
的全球最大执政党，其中关键一点，是党用对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坚守，
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 爱戴、
拥护。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从百年前赴后继的
奋斗中，可以汲取自我革命的勇气。前不久，江
西卫视播出了一档“穿越历史的回信”节目，荧
屏上展示的每一封红色家书，都承载着一个感
人肺腑的故事。从中，人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三湘时评

从红色经典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长
沙市蓝天保卫战二季度工作讲评会召开，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强调，全市上下要对照
目标找差距、抓落实，对“老大难”问题持续攻坚，
确保大气污染治理更有效、人民群众更满意。

讲评会前，胡衡华先后来到中联重科环境
产业有限公司和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对两家企业以科技手段治污、防污表示充
分肯定。

目前，长沙市在主要街道（镇）建成162个微
站和综合监测预警分析平台， 对PM2.5、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等6项主要

污染物实现了细化采集，科学监管。 截至6月30
日，今年长沙市城区空气优良天数148天，较上
年同期增加8天，优良率为82.2%。

胡衡华指出，治理大气污染要聚焦问题抓
治理， 针对PM2.5和臭氧两大污染源精准施
策；要把日常化监管抓得更严，常态化监管抓
得更实；要依靠科技抓治理，利用科技手段、科
技装备、科技力量治理污染，要利用大数据、新
设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着眼实效抓治
理，进一步实化责任、细化措施，各方面形成齐
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出实招、求实效，让蓝天白
云成为长沙市民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持续攻坚
确保大气污染治理见实效
长沙市召开蓝天保卫战讲评会，胡衡华出席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孙敏坚）今天上
午，全省学习贯彻《干部任用条例》和公务员法
暨公务员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和公务员
法，不断提升选人用人水平、推动公务员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王少峰指出，学习贯彻条例是各级党委(党
组)及组织人事部门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把
党管干部原则贯穿干部选任全过程，把政治标

准放在首位，把握“两个维护”核心要求，考准考
实政治表现。 始终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不
断树牢鲜明用人导向。始终坚持精准科学，从严
把关，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认
真做好公务员法实施各项工作，落实职务与职
级并行制度，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优化队伍结
构、提升能力素质，加大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力
度，激励公务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王少峰要求，要认真抓好条例与公务员法
的学习宣传，加强调研、完善制度、强化督查，
推动贯彻实施工作落地见效。

� � � �王少峰在全省学习贯彻《干部任用条例》和公务员法
暨公务员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华声在线记者 马灿
通讯员 李青松 谢常根

沅陵县太常乡碑岩山村重残贫困户谢
流华是不幸的， 1952年一出生就患先天性
软骨病， 原本困难的他在2013年因中风彻
底失去劳动能力， 生活难上加难。 然而，
谢流华又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好邻居谢远
生。

现年81岁的谢远生， 是一位有着35年
党龄的老党员， 他像对待自己亲儿子一样
对待谢流华，37年帮扶不间断，在当地树起
了一座邻帮邻的标杆。

6月30日，记者来到碑岩山村，走近谢
远生，握一握他皮肤粗糙的手，聊一聊他帮
扶谢流华的一个又一个难忘瞬间。

“宴”取购牛款
2017年收割完中稻的一天，谢远生设宴

款待同村的向某。 一锅腊肉，几碗农家小菜，
饭快吃完的时候， 谢远生问起了向某：“谢流
华那头牛值多少钱？ 你给了他多少钱？ ”

谢流华住在离谢远生家约500米的山
坡之上，一家3口都是残疾人，日常生产生
活均由其弱智的妻子张春春安排。 张春春
是有钱不会用，有钱算不来，买卖东西人家
说多少就是多少， 常遭到一些不良之人的
欺负。

那年割完稻，谢远生到怀化看望儿子，
心里却一直牵挂着谢流华一家。 在怀化住

了几天回来， 谢远生不见谢流华家的牛过
路，前去询问，才得知是向某用7000元买走
了。

“但这牛至少值10000元呀，7000元就
买走不是太亏了吗？ ”谢远生便以有事商量
为由将向某约到家里，好吃好喝“招待”后，
当谢远生问及牛的事，向某面红耳赤，一时
不知所答，谢远生连连逼问，向某才在身上
掏出2000元钱， 谢远生随后将这钱收下并
交给了谢流华的妻子。

最牵挂的3亩田
谢远生告诉记者，除了存折不管以外，

谢流华一家的事他都要管。 是不是有水喝，
他要问；存折本子取不了钱，他要去理；衣
服穿脏了， 他要督促张春春去洗……而他
操心最多的则是谢流华的3亩稻田。

自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因
谢流华一家情况困难， 谢远生时常挂念着
谢流华种田的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谢流华能劳动，
谢远生主要是帮他家拿计划，当参谋，只在
农忙的时候，谢远生喊他3个侄儿帮其栽秧
割谷。 谢远生常说：“都是邻里邻居的，不能
我们有饭吃，他家没饭吃。 ”

谢流华中风以后，谢远生已年过七旬，
但却把谢流华一家种田的事全部揽下来，
每年买种、整秧田、播种、施肥、打农药、田
间管理都是他操持。 插秧的时候，老两口忙
不过来，3个侄儿也都搬离了碑岩山村，只

好到3公里之外的地方去请人帮忙，每次请
人都是谢远生供饭供菜。

吃谢远生的饭，栽谢流华的秧，成为村
里年复一复的“节目”。 谢远生眼里饱含真
诚地说：“感谢这些乡邻们还卖我这张老面
子的账。 ”

“不能给村里扶贫工作丢脸”
年岁不饶人， 谢远生的儿孙们不再允

许老人插田，可他帮扶的心没有变，依旧关
心着谢流华一家：“只要我们还能动弹，就
不会眼睁睁地放下流华不管。 ”

6月初，沅陵县政协主席黄忆钢督导碑
岩山村扶贫工作时来到谢流华家， 由于谢
流华养着一些鹅，屋门前粪便满地，一股刺
鼻的臭味迎面而来。

黄忆钢将谢流华家的卫生问题作为该
村扶贫工作的重点问题，要求村里整改。 村
干部心急如焚地找到谢远生说， 如果老是
这个样子，那碑岩山的扶贫工作就完了。

卫生工作没做好有这么严重？ 得到肯
定的答复后，谢远生主动揽下任务，负责好
谢流华家的卫生工作。 端午之后，老两口忍
着难闻的气味，忙活了整整一天，将谢流华
家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记者走进谢流华家， 看到屋内整整洁
洁， 屋外清清爽爽。 谢远生笑着说：“人老
了，为村里扶贫帮不了多大忙，扶贫工作重
视卫生情况， 那我就帮助谢流华家做好这
一事情，不能给村里扶贫工作丢脸。 ”

记者在扶贫一线

一份延续了37年的爱
———沅陵县碑岩山村八旬老党员谢远生帮扶邻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