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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开幕

还有 天1

宁心

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 。面对天安门
广场上排山倒海、激昂振奋的人民群众，毛泽东
主席高呼：人民万岁！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典。 面对迎来强起来伟大飞跃
的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高呼：伟大的
中国人民万岁！当晚，组成“人民万岁”字样的
焰火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璀璨绽放， 天地人交
相辉映， 给人以难忘的视觉冲击和巨大的心
灵震撼。

从1949到2019，时间是最忠实的见证者。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民，人民，还是人民。

（一）
“人民”二字，写起来容易 ，只有七笔 ；说

起来轻巧，都是平声。可是，在中国共产党人
心中，她的位置高于天，她的分量重如山。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
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
像马克思主义那样， 如此坚定地站在人民立
场，深深地植根人民之中，探求依靠人民推动
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人民是我
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
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观在中国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坚持、 一脉相承
的发展、一往无前的实践。

“人民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频率最高
的用语。 在十九大报告中， 他203次提到 “人
民”；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他60次提到“人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107次提到“人
民 ”；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他82次提到“人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800多字，他20
次提到“人民”。

“人民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大
的牵挂。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 ，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再到“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这一铿锵有
力而又温暖的回答，“人民” 二字在总书记心
中重于千钧。

“人民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足迹最亮
的路标。从梁家河、正定 、宁德等地带领百姓
脱贫致富，到河北阜平、湖南湘西、山东临沂、
贵州遵义等地嘘寒问暖恤困苦；从赴前海、雄
安等地考察和慰问新时代的建设者， 到今年
前往江西于都、甘肃高台 、北京香山 、河南新
县等地瞻仰革命遗址、 看望红军后代和烈士
家属， 习近平总书记用坚实步履丈量大江南
北， 用行动表达对人民的敬畏， 对英烈的缅
怀，对宗旨的坚守，对创新创造的礼赞。

为什么党的领袖把人民看得如此之重 ，
摆得如此之高？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
发展的初心。

“六亿神州尽舜尧 ”。拥有人民这一力量
源泉，我们就会“千里黄河水滔滔”；拥有人民
这一牢固基石，我们就能“万里长城永不倒”。

（二）
“人民”，还常常被比作载舟的水。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在兴亡更替的历史演进中 ，我

们不仅看到水怎样载舟， 也一次次看到一滴
滴水如何汇成滔天巨浪覆舟。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些思想的“迷雾”，理
论的“疙瘩 ”，在历史特别是大历史的透视中
往往会一览无余、清澈见底。

人们不会忘记，“勾践栖山中， 国人能致
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成功背后 ，是越国
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持。

人们更不会忘记， 秦王朝虽战胜六国统
一天下，但终究挡不住沸腾的民怨，结果二世
而亡；唐明皇虽经历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但
后来忘乎所以，上演了一曲 “渔阳鼙鼓动地
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的历史悲歌 ；南朝陈国
皇帝陈叔宝虽有“词中之帝 ”的美誉 ，但他对
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一首 《玉树后庭花 》写得
再好，也摆脱不了“亡国之音”的下场；清王朝
虽成就了“康乾盛世 ”，但 “三年清知府 ，十万
雪花银” 的政治生态终究逆转不了国运一再
衰败的命运……

为什么？“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前
不久，《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重要文章，
文中列举的治乱兴亡的史实和事例，令人警醒，
发人深思。在兴亡更替中，一个朴素的道理跃然
纸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如同一部中国史，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由盛转衰的有，分崩离析的有，亡党亡国的
也有。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拥有
200万党员时打败希特勒，而在拥有近2000万党
员时却失去民心、失去政权，就是最好的明证！
历史事实表明， 无产阶级政党对 “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并不具有天生
的免疫力，也不具有终身的豁免权。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
当隔断历史。”历史周期率犹如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高高悬在历代统治者的头顶。我们共
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 又如何跳出历史
周期律？

70多年前，毛泽东的回答很自信，他说我
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70多
年后，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如此坚
定，前途如此的光明，因为我们始终紧紧依靠
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荩荩（下转2版③）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这一主题，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作辅导报
告，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参加学习。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胡衡
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张宏森、姚来英等
参加学习。

会上， 韩俊结合个人学习思考和工作实
践，全面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深刻阐明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形势任务、 目标要求和方法路
径。

杜家毫在主持时指出，湖南是农业大省、
产粮大省，不管发展进入什么阶段，湖南做好

“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
责任都不能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这个总抓手， 认真落实“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要求，加快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要立足湖南实
际， 把建设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
品供应基地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把政府引导
和市场主导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企业、家
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和专业户的主体作用，大
力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管理方式和科技
创新，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更好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杜家毫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正确

方向，扎实推动农村改革走深走实，加快构建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抓好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村宅
基地改革试点等， 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制
度性供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做好“三农”工作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结
合起来，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继续把
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
村，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基层治安、生态环境等民生问题，让
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不
断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中国
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落实“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培
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激发和调动
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凝聚磅礴力量。

让不讲规矩的行为没有市场
湘声

“依规治党，首先是把纪律和规矩立
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
如磐石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
了管党治党新境界，取得了党的建设新
成就 ，党的优良传统 、优良作风得到较
好恢复 ，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明显增强，广大党员
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自觉性得到较大
提高。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个别地方、部
门和党员干部中，依然存在不守纪律、不
讲规矩的现象。 有的敷衍应付，“两个维
护”不入心、不入脑，对中央方针政策和
重大决策部署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
的搞亲亲疏疏，党内同志关系不正常，把
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
扭曲成了庸俗的人身依附； 有的说话随
意，热衷传播“小道消息”，把说怪话、发
牢骚当 “有个性 ”，把传谣言 、猜内幕当
“有本事”， 把唱反调、 出风头当 “有能
耐”；有的擅离岗位，“玩心重”、责任心缺
失，干了什么事、人到哪去了，谁也不清
楚； 有的隐情不报， 对组织不忠诚不老
实，该请示的不请示、该报告的不报告，
搞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跑风漏
气，在人事等敏感问题上不讲原则、讨好

卖乖；有的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形成庸
俗风气；有的封官许愿，把组织行为视作
个人恩施；有的公私不分，用公家的钱大
手大脚、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有的对群
众感情淡漠，推诿扯皮、盛气凌人，忘记
了自己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有的美化
包装自己，追求个人荣誉和风头，热衷于
为自己搞包装设计，出风头、抢镜头、图
虚名，等等。

尽管这些不讲规矩的现象和问题发
生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 但如果任
由其滋生蔓延， 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侵蚀
党的肌体，明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却越
用越灵，官场积弊就会向政治生活、社会
生活、人际关系扩散。久而久之，正风受
到排斥，歪风有了市场，说真话实话不受
信任，说假话虚话则受追捧，党内政治生
态受到污染， 从而严重影响党的团结统
一和一个地方正常工作的开展。 我们要
旗帜鲜明与这些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
让不讲规矩的行为在湖南没有市场。

同时，也要防止有人把讲“规矩”作
为不担当不作为的“挡箭牌”。要践行新
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
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
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
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决不能因
为少数党员干部的不作为、 不担当影响
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韩俊作辅导报告 许达哲乌兰参加学习

� � �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省融
资担保集团调研省级国有金融机构运营管理
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服务实业、专注
主业，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在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大
作为。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省政府秘
书长王群参加调研。

调研座谈会上， 许达哲听取了省财政厅

及省融资担保集团、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
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许达哲对省融资担保集团、 湖南财信金
融控股集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
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有金融资本
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骨干作用， 是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要认
真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准确把握金
融工作本质要求， 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
任，提升服务能力、深化金融创新、补好发展
短板、强化内部管理，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许达哲强调，要聚焦主业主责，发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势， 服务国家战略
实施和全省产业布局，发挥行业领先、资源富
集优势，探索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渠道，为重
点产业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 以及中小微企
业、“三农”发展精准提供金融服务，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 助推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发
展。要坚持稳健经营，在严控企业运行风险，
确保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 为平台
公司转型、优质公司纾困等提供金融支撑，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要深化改革创
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明确目标任务、明确考核标准、明确激励约束
机制，充分调动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坚持对党忠诚、为国尽责、为民谋福，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高素养的经理人、干事创
业的带头人。

许达哲在省融资担保集团调研时强调

在服务全省高质量
发展中实现更大作为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熊远帆）10月24日至25日， 来自国
内外的19个著名城市交响乐团将
齐聚长沙，参加2019年中外著名城
市交响乐团“长沙峰会”。其中，有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俄罗斯罗斯
托夫爱乐乐团等知名国际城市交
响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上海爱乐
乐团、澳门乐团等国内一流城市交
响乐团的负责人。 作为东道主，长
沙交响乐团将在峰会上全方位展
示省市共建以来乐团发展成果。

荩荩（下转3版）
右图：10月22日， 长沙市音乐

厅，长沙交响乐团演员在肖鸣先生
的指挥下进行排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打造“中外名城长沙交响音乐季”

19个著名城市交响乐团齐聚“长沙峰会”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贺威 ）
今天上午，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韩俊在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调研。他指
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在全国农村
改革试验区已取得的成效基础上，继续大胆
探索推进农村各项改革，深入总结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岳阳经验”，为全国农村改革和乡
村振兴提供借鉴。省委副书记乌兰参加。

去年以来， 屈原管理区按照全市一盘
棋的要求，积极推动“规划全域化、产业融
合化、土地资源化、建房规范化、环境生态
化、保障一体化”的“六化”改革，创建岳阳
市农村改革集中区。 管理区也被农业农村
部批准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承担农民

职业化和经营田“四证” 管理改革试验任
务。韩俊首先来到集人才培训、乡村振兴研
究实训基地、 特色产业园于一体的屈原管
理区高素质农民培训中心， 仔细了解农民
职业化培训的政策、机制、模式等情况，肯
定管理区培养职业农民的做法及在乡村振
兴研究方面的有益探索。

湖南海泰栀子专业合作社共有农民社
员1080户，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十佳农
民杨莉领办， 社员平均年增收4万多元。韩
俊深入合作社加工、生产车间，询问合作社
与农户的利益链接机制、合作模式、产品销
路等情况， 勉励合作社为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和农民增收再立新功。 荩荩（下转2版②）

大胆探索改革 深入总结经验
韩俊在湘调研 乌兰参加

5还有 天距2019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
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太漂亮了。比国庆在电视上看到的还
漂亮！”10月23日一大早，家住侯家塘社区
的长沙市民李娭毑和老伴兴冲冲地带着小
孙子，来到附近的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听
说湖南彩车回来了，我们肯定要来看看。”

当天， 曾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惊艳亮相的“潇湘今朝”湖
南彩车在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展出， 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往参观。 展出将持续
到12月31日。

碧波荡漾的“一湖四水”，“精准扶贫”首
倡地十八洞村， 行业领先的盾构机、 吊车臂
架，金黄灿烂的超级杂交稻，领跑世界超算速

度的“天河二号”……湖南彩车以艺术手法将
湖南的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和新型工业化发
展成果融为一体，流光溢彩、绚丽夺目，十分
吸睛。“‘潇湘今朝’，真燃！”大家纷纷在彩车
前拍照留念， 为湖南彩车精美大气的造型设
计点赞，也为湖南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振奋。

长沙姑娘李娜第一眼就被彩车上黄澄
澄的稻穗吸引了：“从小就听袁隆平爷爷研
究杂交稻的故事，今天一早还看到新闻，第
三代超级杂交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袁爷
爷太了不起了！”了解到彩车用艺术化的手
法展现了湖南3张超级名片： 超级杂交稻、
超级计算机、 超高速轨道交通， 她连连赞
叹：“作为湖南人，真的特别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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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彩车亮相贺龙体育中心受热捧———

“‘潇湘今朝’，真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