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今
天，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我省普通高校
招生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记
者梳理发现，有部分院校受考生追捧，投档
线远超三本线， 同时也有不少院校压线以
200分投档录取。

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科投档线
均位居首位，分别为文科517分、理科439分，
这个分数不仅远超我省今年三本线（文科495
分、理科414分），甚至比二本线（文科523分，

理科448分）只差几分。另外，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投档线
也比较高。 省内高校中， 长沙民政职院文科
491分、理科412分，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科470分、理科397分，湖南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文科465分、理科387分，长沙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文科457分、理科404分，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文科453分、 理科391分，以
及吉首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湘南学院等
本科院校的专科专业投档线均较高。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高职专科批投档线公布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刘峰颖） 两代作家接力， 历时17载创
作，首次展现刘少奇军事生涯的长篇历史小
说《大风之歌》在长沙出版发行。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源参加座谈会。

《大风之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图书。38万字
以真实史料为素材， 描述了刘少奇同志从
1939年底到1942年初，领导开创华中抗战新
局面的战斗历程。 该书的出版既是对先辈丰
功伟绩的缅怀， 也是带领读者重温革命岁月

的波澜壮阔， 引领和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坚守
初心，传承信仰，砥砺奋进。

作家邓福君介绍了与第一作者刘爱龙
合作，将电视剧改编成长篇历史小说《大风
之歌》的艰辛感人过程。用长篇历史小说体
裁叙述中共党史和刘少奇同志生平，是一种
创新；利用影视表现手法展示刘少奇波澜壮
阔的军事生涯， 是一部难得的专题史记；利
用红色资源创作文艺作品，丰富爱国主义和
党性教育内容，是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一部难得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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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最近，微博上出现了一种“奇葩”观点，
认定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垃圾分类，可能最
终会沦为一场“闹剧”，其理由是：一、最近微
博上关于垃圾分类的“热度”降了，网上的讨
论少了， 表明大家不关心这个话题了； 二、
“上有垃圾分类，下有乱扔垃圾”，一些小区
垃圾满地， 卫生状况有的比分类前更糟糕；
三、 一些社区物业公司抱怨工作量翻倍，而
员工收入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区对垃圾分类
普遍持消极态度。基于这几点理由，有人因
此认为，之前“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工作最
终会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推行垃圾分类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最
近，有科学家在北极钻取的冰芯中发现塑料微
颗粒，显示塑料作为污染物已远及地球上最偏
远水域。联合国相关组织的估计，迄今为止已
有超过一亿吨的塑料倒入海洋。实施垃圾分类
是人类持续生存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正因如
此，我国正在全力推进的垃圾分类工作，是顺
潮流、应大势，不可能停滞，更不可能逆转。

事实上，上海、北京等先行城市的垃圾
分类工作开始见效。8月2日， 上海城管部门
曾公布“满月考”成绩单：整个上海居住小区

的垃圾分类问题发生率为13.8%， 这一比例
相比这项工作开始前已有大幅走低。一些后
续推进的城市， 居民垃圾分类热情也很高，
实招新招频出。随着其他城市垃圾分类期限
的临近，湖南、浙江、江苏、海南等省份媒体
都在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 宣传舆论属于动态式的工
作，不会也不可能就某一项具体工作无限期
的持续关注。上海等先行先试城市，就垃圾
分类工作已开展过高密度、 高频率的宣传、
引导，已经取得预期效果，不能因为其热度
降低，就断言垃圾分类工作“受阻”。

当然，目前各地垃圾分类遇到的问题肯定
是有的，个案也确实存在。但网上曝出的在一
些小区出现的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应该不是
普遍现象。微博上的留言区，就有许多网民评
论说，“自己所在的小区绝大多数人都在坚持
做好分类”“并没有感觉到垃圾分类推不下去，
一切都很正常”。一些居民看到垃圾乱堆、乱放
的现象，多少都会有些担忧和质疑，但这并不
会改变垃圾分类继续推进的大趋势。

垃圾分类， 是思想认知与生活习惯的一
场自我革命，注定是一场“攻坚战”，也会是一
场“持久战”。前期因新奇引发的热议终究会
回归常态，垃圾分类最终将由时尚走向日常。

垃圾分类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势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刘泆巧）稳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省财政厅带头落实“过紧日子”，集中财
力保重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今年以来，省财政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按50%的顶格标准减征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应缴纳的“六税两费”，1至6月，全省
实现减税240亿元， 预计全年税收减征在400
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增长压力空前加大。

在收支矛盾凸显的情况下， 省财政厅带
头“过紧日子”， 压减全省一般性支出10%，

集中财力支持三大重点领域。
抓好收入征管。 会同税务等部门研究提

出，加强房地产税收等重点税源管理；强化源
头控管，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推动信息管税；
进一步优化税收协同征管机制。此外，牵头研
究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财政支持政策， 推动做
大做实税基。 推动出台财政贯彻落实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20条政策和促进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16条措施，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全省债务管理
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今年我省新增债券发行

完成时间较上年提前1个月，上半年发行进度
同比提升20%。 今年省财政共下达中央及省
级扶贫专项资金100.82亿元； 预计51个贫困
县全年可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180亿元，
其中新增整合资金50%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集中财力持续推进“一湖四水”治理修复。

支持重点民生事业发展。1至7月，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5014.64亿元，其中，民生支
出3572.78亿元，占比71.24%；节能环保、城乡
社区、教育支出增长较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236.35亿元，较好地保障了民生支出。

【档案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 贺龙回忆自己入党经

历时说：“有的材料写着我70次找党， 算上
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70次，恐
怕也有几十次了吧。”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广为传
播，但他这段曲折的入党经历却鲜为人知。

在桑植县贺龙纪念馆， 陈列着一张贺
龙亲笔填写的“入党登记表”，从表上模糊
的字迹，依稀可以看出，贺龙在加入中国共
产党之前 ， 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担任要
职———从营长到团长、旅长、镇守使、师长，
一路升迁至军长。

贺龙为何放着国民党的军长不做，选
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
坚持“就算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
党走到底”？带着这些问题，8月上旬，记者
来到贺龙出发的地方———桑植洪家关，一
探究竟。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初心
来到桑植洪家关，进入贺龙故居前，会

先经过一座风雨桥，名为“贺龙桥”。 四方
乡邻在这座风雨桥上穿行往来，纳凉谈天，
怡然自得。这座桥为贺龙曾祖父、祖父两代
人修建而成。

走过风雨桥便是贺龙故居。 故居是湘
西地区常见的普通木房，四扇三间。左前间
为火炕屋，冬天，全家人就在这间屋里生火
取暖， 来人来客， 也都招呼在这里就座。
1916年春， 贺龙和乡亲们就在这火坑屋里
商量袭击芭茅溪盐税局的事。

为赚钱养家糊口， 贺龙13岁便跟着父
亲赶骡子做生意。桑植地处湘鄂川黔边界，
贺龙赶骡子 ， 常常要经过一处边境要
道———芭茅溪。 军阀政客在这里设置了盐

税局，豢养税警，对当地百姓敲诈盘剥，为
所欲为。

不畏强权、嫉恶如仇的贺龙，决心要除
掉这个盐税局。1916年新春刚过，20岁的贺
龙手持菜刀， 率领20多个人在深夜冲进盐
税局，擒住瑟瑟发抖的盐税局长，缴获盐税
局的枪支，烧毁盐税局的表册、账本，将盐
税局剩余的盐与财产分发给当地老百姓。

“贺龙出身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
苦他知道得很深。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初衷，
就是让身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能免于剥
削，过上好日子。”8月上旬，记者在洪家关
采访时，贺龙纪念馆馆长辛电安告诉记者，
此后， 贺龙一直都在苦苦寻找这样一条能
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道路， 直到他找
到了中国共产党。

“只有找到共产党，救国救民
才有希望”

“从参加同盟会，参加1926年北伐，参
加南昌暴动， 东江失败回湘鄂西参加苏维
埃运动，创立红军。”

这是贺龙“入党登记表”上填写的个人
参加革命斗争小史。

贺龙拉起队伍闹革命， 最初追随的是
孙中山。他带领队伍参加北伐战争，立下赫
赫战功。 但军阀混战的局面令贺龙陷入迷
茫，他曾对好友刘达五说：“依我看，孙中山
很多次出兵作战，都是正义的。照理说，正
义应该得胜嘛， 毛病就出在他依靠的还是
军阀队伍。 这帮人有奶便是娘……早晚是
靠不住的。”迷茫中的贺龙一直在寻找新的
革命出路。

1921年的秋天， 两个曾留学日本的留
学生来到了贺龙的部队。一个是陈图南，另
一个是方汉儒。 鼓吹无政府主义的陈图南

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方汉儒就“主义”展开
多次辩论。 对新思想求知若渴的贺龙非常
爱听他们辩论，他仔细研究二人观点，觉得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
根有据。

方汉儒告诉贺龙， 俄国有一个布尔什
维克共产党，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贺
龙灵光一闪， 立即问方汉儒：“中国有没有
共产党？” 方汉儒说：“有！” 后来贺龙回忆
说：“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 就开始找共产
党了。”

1924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国共正式合作。这年夏，共产党
人周逸群给贺龙寄来许多进步书刊， 以及
关于广东局势、 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书刊与
信件，贺龙如获至宝。

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分析和研究，贺龙
豁然开朗，由衷感叹：“我看哪，只有找到共
产党，救国救民才有希望！”

“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坚决走到底”

在贺龙的“入党登记表”上，写着入党
时间为1927年，地点为瑞金，入党介绍人为
周逸群、谭平山。

在贺龙找党的过程中， 周逸群是见证
者和引领者。

1926年秋天， 周逸群来到贺龙的部队
工作。 贺龙与他一见如故。 他向周逸群提
出：“我要加入共产党！”———这是贺龙第一
次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惜并未得到
批准。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规定，国共合作
期间，不准在友军中发展高级军官入党。

尽管未获批准，迷茫中的贺龙，却犹如
找到了灯塔的指引。 他任命周逸群为政治
部主任， 尽其所能帮助和支持共产党在部
队内开展活动，发展党员。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7月17日晚，
贺龙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首次公开表态，
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不久后， 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谭平山
会见贺龙， 向他通报了中央关于希望他参
加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完全听从共
产党的指示”。 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
龙，被任命为南昌起义总指挥。

“南昌起义后，在且战且退的过程中，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最低潮的时候， 贺龙再
次提出了入党申请。”采访中，贺龙纪念馆
宣传教育部部长谷秀芹引导记者来到陈列
展厅的一幅黑白画像前， 这幅画再现了贺
龙入党宣誓的情景： 南昌起义部队占领瑞
金，8月底， 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 经周逸
群、谭平山介绍，贺龙终于正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此后，他的信仰从未动摇过。

1928年， 贺龙回到桑植发动武装起义
时，对部下说：“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着共
产党走到底！”

站在画像前，贺龙的铮铮誓言，仿佛穿
透了一个世纪，仍然回荡在记者耳边。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今
天，全省能源和高速公路重大项目推进会在长
沙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出席。

当前，全省重点推进的能源和高速公路
重大项目40个，总投资3776.4亿元，今年计
划投资355亿元， 截至7月底完成年计划投
资的32.8%。

谢建辉指出，能源和高速公路重大项目
具有先行性、基础性、战略性特征。抓好这两
个领域重大项目建设，是贯彻中央“六稳”工
作要求的重中之重，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的基本要求。要力戒开工中的形
式主义和服务中的官僚主义，以高度责任感

攻坚克难，全力推进能源和高速公路重大项
目建设。

谢建辉强调，有困难不可怕，关键在认
真。要坚持问题导向解难题，围绕25个存在
困难和问题的项目，精准解难、举一反三、主
动服务，并完善相关机制和程序。要围绕工
作目标解难题，明确时限要求、加快工作进
度，确保质量和安全，努力完成或超额完成
今年目标任务。 要强化各方责任解难题，坚
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主管谁牵头，落实属地
责任和部门责任， 调动业主单位积极性。要
加强督促指导解难题， 定期调度项目进展，
建立问题清单，有针对性加强指导。

首次重现刘少奇同志华中抗战岁月
长篇历史小说《大风之歌》出版发行

谢建辉在全省能源和高速公路重大项目推进会上强调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以高度责任感攻坚克难

省财政厅：

带头“过紧日子” 集中财力保重点

省国资委：

中心工作与主题教育同步推进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罗江帆）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省国资委党委坚持把“稳增
长、调结构、推改革、优监管、强党建”中心工
作纳入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步推进，将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
始终，推进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省国资委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充分
发挥“走在前作表率”作用，扎实开展理论
学习、认真组织讲党课、深入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和形势教育； 专门制定了开展主题教
育调研活动实施方案，7个课题调研小组先

后赴16家监管企业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和江
苏、深圳等省市国资委调研考察，发现突出
问题90多个，提出措施建议80多条，形成
了《关于加快推动省属国有资本重组整合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等7个调研报
告。

省国资委组织委机关各处室、 直属事业
单位、委管企业查摆问题，梳理出省国资委需
要重点整治的27个问题， 对照专项整治查出
的问题和检视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深挖
问题成因，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处室和整改时
限。坚持边查边改和立行立改，截至目前，部

分问题的整改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国资委围绕推进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抓好稳增长、调结
构、推改革、控风险等工作，做实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实现保值增
值；做优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打造轨道交通、
水利水运、公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投资运营平
台，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突出实业主业，不断提升企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 省属监管企业经济运行保
持平稳回升走势，收入快速增长，效益大幅增
加。

贺龙“找党”的故事———

“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王茜 黄震宇

【红色档案】

� � � �贺龙元帅的《党员登记表》。 通讯员 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荨荨（上接1版）
长沙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该关签发

的主要原产地签证产品为机械器具及其零
件、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塑料制品、钢铁制
品、陶瓷产品，涉及1057家出口企业。另据
了解，自5月20日起，中国-巴基斯坦、中国-
韩国、中国-智利、中国-澳大利亚等15种原
产地证书开通自助打印功能，节约了出口企

业时间和人力成本。
海关提醒出口企业，目前我国已签署中

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西兰等16个
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地区），近期已与
毛里求斯完成自贸协定谈判，与巴拿马启动自
贸协定谈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企业应关注我国自贸协
定谈判进展，主动寻求更大的国际市场。

江西龙南三友艺术展长沙开展
8月16日，观众在欣赏书法作品。当天，江西龙南三友艺术展在湖南省文化馆举行，展出

江西省龙南县书法家廖中阳、篆刻家钟海涛、雕刻家曾凡桢的书法、篆刻、雕刻作品100件，
免费对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