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陈阳 2019年7月6日 星期六
要闻·深读 03

!"#$%&'()*+,

!"#$%&'()

!"#$%&'() !*+,
-" ./01234566789
:# !!"#$%&'"

!"# $ %

!"#$%&' %(%)*'
+,-./0'1234&'56
%789:;<=>?@ABCD
E34&FGB;HIJKL@
MNO

PQRS:TFGUVWXY
Z:[\] _̂3`abcdef
gh:_3`ijcklfgh:_3`
mncoAfghpq:rstX
_uv34cwxyzh{|:}X
~��[\c����cHI��c
���XEe�WXf����:
��~��A��h�uWX�z
��:����W���Ewx�
� L�:]¡~¢£�¤`hFB
E�¥`h¦§¨

&' !()*+",
-#./0"12

! © " ª: «¬C®�¯W
�° #$ ±Q: %�²³B % ´µ
D¶·¸\¥`µD¸¹º;»
¼½¾WµDc �¿½¾WµDc
�ÀÁdÂÃÄµD'ÅÆ~�Ç
ÈÉEÊ�Ë�hÌÍÎÏpqÐ

�ÑÒÓWÔÕhc�W�Ö×hc
�ØÙÚÛW�hc�ÜÝÞA»@Ah
W�½ß�àáÎÏÌÍpqâd
~W�Eãä�åæç�:¸¹èé
êëì~W�íÎ'îï~ðñòÐ

�Róôõ�z:öÛ÷ø�
ù�§Àúpq:W�EAûÛL
üý�§:ýFGþÿ!q"�A
��#WX�u�zX$C:%&
³B'�z(Æ~����):*
X§+³,¸q-�./:tX�ë
��X³B:³B012,3º;
�ë�X��Ð h%�²³BW4
µ56789Ð

PQRS:34&FGþÿ!
q~��A��hWX�u�zX
$:R��A��hnq³Be�W
XE:;<2=;<2u><2?@

<X$Ð
�"�A-ABWXYZCA:

RFG«eCº;:DFG�)E
FWXG{çH: IJWXK<:
LMWXf�: :;WX�N:t
XWXOß:P\WX��:Q]
WXæçáú=R/��z:YZ
þFe�WXf�Ð h34&FG
fSTæUVWÐ

ý��´CAhYZX:YZÄ
´³B[\:]z�^��~_`
��a³B2 bc�dþ³B2�
ë��X³B2 kl�¥i³B2
eH��f³B25g�UK³B

���hWX�u�zÐ
�hi#$%&³B:jk"&

leHm-EnonXpñ:��
~+bc�dþ³B-qr>s9³
Bº;t: B�´hu�vE³
B:wx¶EyW�zD�{|}
E�~: ���_`��a³Bq
��³B�³�÷øt:{|eH
�L�:w���~eH��f³
B��h 34&FGfSTæU
9:���Ó!(��A��hWX
�u�z:�LWE��ýe�]
¡����:��âd~WE�ü
�2�A�Ð

!3456"#789
:!;<="

�zX�~: i�Ey��
~:�W���Ó�ÓA�

34&FGE��BÜ��
��z��:��õ�����[
\Ð

' © "" ª:  ¡�¢³BE
�£¤¥¦hÀ§¨©:�ªE«¡
¬ä:��E��:t<Epq:
�T®�z�Xw�«~�̄ ¥h:
�«FGW���°�àzÐ

 ¡�¢³BB=>?±²
³´dµ¶B: õ %' ·01¸:
()!' ¹Ð ³Bº�»¼�v�½
¾:e¿$^2Àp*ÁÂEÀ~
Ã@ÄzEÅÆÐ ý�ÇÈh�|
¾:³BýFGELMX:ÀÉÊ
Ë�ÌÈh:��~�ÍÎÏhWXK
<89:ÐX~�ÍÎÏh�ÑßÒ
Ó:÷ø~�µ�ÍÎÏhKÔkl
{|}Õ:IÖ�ÍÎÏh�ÑÐ

ý×e¿o: Ø<ÙQ '©�
�~�£¤¥¦h:¥¦RÍÎ«$Ú
Û�:�¶« *´ÜÝÞßàáÖ2Z
âðÆ2ãäå(2æçèéÐê¡~
 ¡�¢³BëQSEì�Æ<:ß
¡�Àß2t�2íîhE�ÍÎÏ�
Ñh:RïýWXYZX:R\2n2ÿ
�[\E�ðnf��hÐ

�%&ñò�����z��:
� �W�ýóôõ<C2öðñ
ò��:÷ø:%&��E¡ù�2
úûù�2üIù�2! ù�:ý
 �W�Cý°§+ÍÎÏ-klþ
Ð ºÿ÷øE�ípq:êBü½
~U!:"<~UAÐ h 34&FG
fSTæU«=Ð

{ó:�£¤¥¦h #�°~
�ÍÎÏhKÔkl{|eHÕ:$
&p%ý³B�F¶&:«W��
'ü(2é)èÚ2*�+,-Q�
.h/�á:�«~³BKÔkl
E]0}2 KÔÆ«EIJ}2K
ÔX$E=;}Ð

���zE��:Ü�1Ó�
�E��:iÙE¥`34:À§
õ�z:23õþ:®®B45:
W��ù,Ð

!!!"#$%&'()*+,-./01234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整改故事】
7月2日， 湘潭大学琴湖公寓3

栋401室， 学生杨敏与卢书甜正在
网上搜集资料， 为期末论文的写作
做准备。

“开题报告写得还顺利吗？有
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不久前考上
湘潭大学专职辅导员的于慧美边
说着边走进寝室，凑到电脑前，和
学生们交流起了论文的选题与写
作思路。

今年5月，湘潭大学公开招聘
了20名专职辅导员， 校内选聘了
21名专职辅导员以及96名兼职辅
导员（根据“兼职辅导员工作量按
专职辅导员工作量三分之一核
定” 的规定，3名兼职辅导员相当
于1名专职辅导员）， 于慧美就是
今年公开招聘的20名专职辅导员
中的一个。

“我们院有本科生675人，专职
辅导员却只有2名，人员非常紧张。”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
化学院辅导员黎益君说，“辅导员队
伍壮大后， 我们将进行更加细致的
分工， 以更加精细化、 精准化的服
务，辅学生成长、导学生成才、圆学
生梦想。”

辅导员队伍整体质量不断提
升，这其中的原因，还得从十一届省
委第四轮巡视说起。巡视发现，湘潭
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力量薄弱， 学校
辅导员人数明显不足， 保障激励机
制不健全。

据了解， 湘潭大学有本科生人
数24704人，研究生人数6963人，按
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要求， 该校应配
备辅导员158人。巡视整改前，该校
专职辅导员只有92人。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灵魂的
引路人”，巡视意见反馈后，湘潭大
学党委书记黄云清当即表示， 学校
党委将坚决扛稳抓牢主体责任，紧
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
政策、经费、机制等方面综合施策、
多措并举， 花大力气打造一支政治
可靠、 素质过硬、 能力突出的专业
化、职业化辅导员队伍，努力培养更
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此，校领导带头认领问题、
剖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抓好问题整改。 各成员单位和部
门聚焦自身问题， 迅速“对号入
座”，逐一对账整改。随后，《湘潭
大学辅导员选聘与管理办法》《湘
潭大学辅导员业绩考核办法》等
规范思政队伍选聘与管理的文件
相继出台。

为了确保2019年底前辅导员
人数足额配备到位， 湘潭大学通
过采取三项措施补齐剩余“缺
口”：即从新进的博士中选拔青年
教师从事两年左右的专职辅导员
工作； 从现有教职工队伍中选拔
部分人员转岗为专职辅导员；从
学院选拔教师承担兼职辅导员工
作。 目前， 该校辅导员人数达到
165人（折算后数据）。其中，专职
辅导员人数占全校辅导员应配备
人数的比例为84%。

同时， 为了确保辅导员工作有
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
展有空间，该校还在职称评审、薪酬
待遇等方面释放了一系列“红利”，
如对辅导员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单列
指标、单设条件、单独评审，更加注
重辅导员的政治思想、学识水平、业
务能力、实际工作业绩和育人实效，
淡化项目和论文数量的要求， 使申
报条件更加符合辅导员岗位工作实

际等。
“最近，我们又对辅导

员系列职称申报条件进
行了优化完善，根据破‘五
唯’的要求，更加注重辅导
员的工作业绩和育人实

效。今年，学校下达的辅导员系列副高
职称评审职数更是达到了符合条件参
评人数的50%。”湘潭大学人事处师资
科科长郭黎介绍。

自2004年起一直担任专职辅导
员的黎益君，就享受到了这种“红利”，
“新的政策实施后， 就在上个星期，我
就顺利地拿到了高级职称的证书。”他
告诉记者。

从琴湖公寓3栋401室走出来之
后，“新手”于慧美赶着去“前辈”黎
益君那“取经”。“作为一名辅导员，
什么才是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她
问。“能够帮助学生们实现梦想，能
够成为他们梦想的助推器， 这就是
我们辅导员的初心与梦想……”于
慧美边点头边做着笔记，今后，她将
与另外164名辅导员一起，在这片土
地上播撒汗水， 努力使自己成为学
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
的知心朋友。
【整改成效】

湘潭大学对巡视整改工作高度
重视，校党委切实担起主体责任，按
照“纠错不到位的不放过；应追责而
未追责的不放过； 需建章立制建立
长效机制不到位的不放过” 的要求
抓整改，先后召开党委会5次、巡视
整改工作推进会5次、校党委专题民
主生活会2次，开展专项督查2次，出
台了《湘潭大学巡视整改工作责任
追究办法》。

目前，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指出的5�
个方面33个具体问题中，31个已经完
成整改，2个正在持续推进、 仍需一定
时限才能完全整改到位， 整改完成率
达到93.94%；巡视移交问题线索8件，
全部进行了查处，完成率100%；选人
用人专项检查反馈问题20个，整改20
个，完成率100%；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问题15个，整改
15个，完成率100%。

同时， 该校将巡视整改和深化标
本兼治有机结合。 在巡视集中整改期
间，共修订和新建制度43个，完善了
现代大学制度和内部治理体系， 为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制度基础。

辅导员来了
———湘潭大学推进巡视整改掠影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李治

7月1日，长沙县福临镇，韩京京
和几位红军后代向陈树湘露天塑像
深深鞠躬。

福临镇是陈树湘的故乡。当天，
这些红军后代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工
农红军陈树湘红军小学的授牌仪
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
秀莲现场为孩子们授旗、授牌。

长征时，红军将士青春年少。今
天，他们的儿女辈都已白发苍苍，有
的还拄着拐杖。

蓝天白云，阳光炙热，记者的思
绪回到85年以前：回想那一段战火
纷飞的岁月，并深思：陈树湘为后人
留下了什么？ 其精神在当代社会有
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其人其志
2014年10月31日， 在福建古田

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情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故事。

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提起过这位断肠明志
的英雄。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34师负责掩护大部队渡过湘江。

湘江以东，潇水以西，蒋介石和
湘桂军阀联手布阵， 投入30万人
马，布置了一个大包围圈，妄图一举
歼灭中国革命的火种。

湘江之战，惨烈异常。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时有8.6万名战士，战后只
剩3万余人。血雨腥风，革命的薪火
在风雨中经受重重考验。

陈树湘所率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三十四师断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
军委及直属机关渡江。

红34师圆满完成任务。血战湘
江之后， 突围成功的中央红军走向
通道转兵， 走向遵义会议， 走进延
安，挺进西柏坡，走向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创立； 中华民族随后走向改
革开放，进而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

党史专家认为， 湘江战役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提
供了契机。

今年6月29日，应长沙经开区、
长沙县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邀请，韩
京京在福临镇深情讲述了湘江之
战、红34师和父辈们的历史。他是
开国将领韩伟中将的儿子， 其父亲
当年和陈树湘并肩战斗，生死与共，
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湘江之战以我胜敌败告终，是
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说起这
段历史，韩京京数度几近哽咽。他认
为， 湘江之战奠定了遵义会议的基
础。红军尽管损失惨重，但粉碎了蒋
介石的战略意图，粉碎了国民党军在
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红军由此
从胜利走向了胜利。绝命后卫师红34
师为此付出的代价是：6000闽西子
弟血战殆尽。重伤被俘的师长陈树湘
乘敌不备，扯断肠子英勇就义。

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
滴血！陈树湘践行誓言，血荐轩辕，
融入为全人类解放舍身忘我的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洪流中。

其友其后
“52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

湘江战役中为革命献身的师长、政
委、挚友和亲人们，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我这个红34师的幸存者，有责
任将红34师这段悲壮的史绩写出
来， 除了寄托我的深深怀念和哀思
外，也希望对后辈们有所启迪：革命
的成果来之不易啊！”

这是开国中将韩伟在回忆文章
中的一段话。韩京京读后才明白，父
亲的心从未与一起在湘江之畔浴血
奋战的战友分开。韩伟去世前，要求
将他的骨灰安葬到闽西。

1992年，父亲去世后，韩京京
和妻子张微微开始追随父辈的思绪
和脚步，在闽西、湘南、桂北一带寻

访，整理红军长征历史，查找在湘江
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照
顾老红军及其后代。

陈树湘没有儿女。 韩京京全家
人2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陈树湘一
亲半属，但没有找到。第一次来到湖
南陈树湘墓前时，一句“大爹爹”的
称谓，从张微微心中脱口而出。

张微微说，作为红34师幸存者
韩伟同志的后代， 他们全家就是陈
树湘的后人，就是那支部队6000多
闽西烈士的后人！

韩京京、 张微微等红军后代发
起的“红军传人”组合也是陈树湘和
红34师的后人！

6月28日，“红军传人” 组合以
一台晚会的形式， 对英雄的历史进
行了现代演绎。以“天地英雄气·千
秋尚凛然”为主题，红军传人“相约
福临” 文艺晚会吸引了陈树湘故里
福临镇众多父老乡亲的目光。

整台晚会高潮迭起， 观众掌声
不断。 演出运用了合唱、 配乐诗朗
诵、器乐、舞蹈、音乐情景剧等多种
艺术形式和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将
陈树湘断肠明志故事和波澜壮阔的
红军长征场景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舞
台上。整台晚会构思巧妙，编排独具
匠心， 缅怀了以陈树湘烈士为代表
的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而不畏艰险、前仆后继、抛头颅、
洒热血的悲壮故事。

晚会上唱主角的是“红军传人”
组合。2008年， 由热爱红军的原八
一学校部分老校友组成了这支宣传
队伍。

当天上午10时许，“红军传人”组
合十几位头发花白的成员就顶着烈
日在福临镇文化广场走台排练。过了
中午12时还满头大汗在继续，一丝不
苟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中午， 首次走进陈树湘故里正
式演出的成员们特地来到陈树湘烈
士旧居旁， 和烈士故里的乡亲们联
谊。在福临镇文化站，前来瞻仰陈树
湘烈士事迹陈列室的党员群众络绎
不绝。在讲解员抑扬顿挫的解说中，
人们好像回到了那个血雨腥风、热
血书写绝对忠诚的年代， 更觉今天
的生活来之不易。

断肠明志！这种精神从何而来？
英雄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当代还
有多大意义？

“参加革命的都是劳苦大众，跟
共产党的理念一致。 只有跟着共产
党走才有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受到教育，觉悟不断提升。到最后，
不惜牺牲自己也要跟党走。 最难得
的是， 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都意志
坚定！”开国上将彭绍辉的儿子彭志
强大校告诉记者， 共产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唤醒了他们的先
辈，还将长久激励后来人。

其土其魂
在陈树湘红军小学，“恩来班”

的几名学生说， 一定要继承好革命
先辈的遗志，好好学习，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

为了更好地铭记英雄， 传承精
神，6月14日，长沙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陈树湘断肠明志精神宣
讲团”成立，并在该县名联影城举办
了首场宣讲活动。

早在4月，长沙县就成立了“陈
树湘烈士追思团”， 前往道县及广
西、江西、闽西、南京等地追寻先烈
足迹，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全程参与
策划和组织的杨义对陈树湘的铮铮
铁骨甚为敬佩， 说如果他到了那一
天，也会做出同样的义举。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
之际，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杨义也是陈树湘断肠明志精神宣讲
团成员，进行了主题宣讲数百次，足
迹遍及大江南北。

陈树湘9岁随父离开福临镇到长
沙谋生计，当年住一个大屋的冯家近
年来主动捐出房子重建其旧宅。冯家
的年轻一辈自觉自愿地追寻烈士走

过的道路，希望能将其精神发扬光大。
近年来， 长沙县高度重视陈树湘

烈士精神的挖掘、传承工作。 2017年
8月，陈树湘烈士事迹陈列室正式对外
开放。今年，启动了树湘故居重建修缮
和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福临镇打
造了集群式的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并
将陈树湘故里红色旅游与国家AAA
景区影珠山紧密结合在一起， 实现与
周边乡镇红色旅游资源的有机融合互
动，擦亮“树湘故里、影珠福地”的名
片，推进全域旅游，振兴美丽乡村。

“践行好树湘精神、争做新时代先
锋。”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
委书记沈裕谋要求区县全体党员自觉
向先进学习、 向典型靠拢、 向榜样看
齐,深刻体悟、俯身践行,不断强化初心
和使命， 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思
想基础，全力推动“建设副中心、率先
现代化”进程，以人民更加美好幸福的
生活来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长沙县党建服务中心的袁备认
为，陈树湘烈士的事迹告诉后人，革命
时期的共产党人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而信念坚定的背
后， 是不忘初心。“陈树湘烈士的精神
在今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比如，
烈士的信仰，化身成了坚守，就像开慧
村坚守农村促发展的第一书记朱有
志；烈士的牺牲，化身成了奉献，就像
青松老年公寓倾其所有保民生的院长
杨松青。”

长沙县春华镇基层干部彭齐芳动
情地表示， 湖湘大地从来都不缺乏红
色基因。在这样一个时代，更加需要传
承和传播好树湘精神。

陈树湘的人生终止在长征途中，
定格于29岁青春年华。 在福临镇文化
广场上，他的塑像目光炯炯，投向一道
红色的重生之门。 门旁边是灰色的枪
林弹雨造型，门外却别有洞天，是滑滑
梯等儿童游乐设施。

每一个青草带露的清晨， 每一个
月光皎洁的夜晚， 只要孩子们欢快的
笑声在广场上响起， 那一道威严的眼
神似乎也开始变得柔和。

29岁牺牲的师长，还有战死在湘江
之侧的6000多闽西子弟啊！ 你们当年
的憧憬中，这是不是故乡该有的模样？

今天， 开国将领们的儿女一辈也
到了古稀之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环境，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特殊条件， 但一颗初
心始终不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倘若英雄有知， 当欣慰红色基因
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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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陈树湘红军小学授旗、授牌仪式在长沙县福临镇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