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少军） 伴随一段段精心编辑的
视频，翩翩起舞中，歌声、朗读声、对话声
声声入耳。 今天上午，在2019年湖南“最
美科技工作者”颁证仪式暨讲好湖南科技
工作者动人故事汇演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等10位获奖者上
台领奖。

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共同
举办了此次评选，获奖者都是来自我省各
行各业科研生产一线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代表。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分别在杂交
水稻、油菜、畜禽健康养殖与环境控制等
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7位科技
工作者是来自企业的刘飞香、 胡建华，来
自高校的赵中伟、喻翠云，来自基层的庹
年初、彭际淼、陈富昌。

今天的汇演别具一格，10个节目都
由获奖者所在单位或团队编排演出，有歌
舞、小品、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扎根湘西
播撒甜蜜的彭际淼还亲自上台表演，并为
全场观众送上新采的蜜橘。 一曲由中南
大学师生献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
旋律带动全场观众挥舞国旗起立同唱，将
整场汇演推向高潮。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
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省科协主席张尧学
院士等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并观看了演出。

致敬湖南“最美科技工作者”
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等10位获奖者获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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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鸳鸯眷属，今朝网上掐架。 当当
网李国庆俞渝用前无古人、后也可能没有
来者的“自爆”式互撕，结出今年商界“第
一巨瓜”。

李国庆和俞渝既是夫妻，又是当当网
的创始人 ， 在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 ，
均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令当当曾在互联
网图书销售领域占据龙头位置 。 如今 ，
“李俞互撕” 揭开了不堪的家庭内幕， 亦
令公司的污点、 黑幕曝光于众， 甚至部
分情节还牵涉到行贿、 官商勾结、 权力
腐败等违法行为， 顿时让当当网陷入了
舆论漩涡里， 很多人呼吁司法机构介入
调查真相。

“家丑不可外扬”，是人们时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也是传统社会的生活准则。
更何况，“床笫之私不逾阈”， 有些事原本
是夫妻间的帏内之事， 如个人的性取向、
私密爱好等，本是隐私中的隐私，没必要
抖落到公众面前。 扒光彼此的衣服，无异
于给对方上“羞辱刑”，除了满足有些看客
的窥私欲外，没有太多公共价值。 作为企
业的创始人和实控人， 本应保持高度警
惕。

这恐怕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论。那些
私人领域的言行，扩散到公共空间，难免
造成的畸变与错位。 对于围观的我们来
讲，获得的也都是“颇觉无聊”“深为不齿”
的负能量而已。 唇枪舌剑之际，我们不妨
去追问：为什么要把私事置于公共空间进
行讨论？围观者应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们
的言语行止？

网络不是私人领域， 而是公共空间。
不管夫妻两人感情如何、关系怎样，都要
恪守商业与私域的界限， 尽量在私下解
决，不宜利用社交媒体“互撕”，避免将私
事演变成公共事件。过去网络上的一些事
件、闹剧，既是对社会时风与心态的折射，
又会对社会公众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一次不经意的点击，一场无意识的
围观， 也许会产生混淆善恶的负能量、颠
倒是非的坏导向。

公共空间，不可“李俞”。一个“各私其
私”的环境，不仅难以发育出文明的社会，
也难以长久维持个体的利益。当前处于信
息爆炸时代， 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盛行，公
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更加模糊，在这
样的背景下，“公共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重要。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边界
上，每个人都是守护人。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李伟锋）最
近，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株洲市渌口区古岳峰镇
向阳村儿童思思（化名）的脸上，重现久违的笑
容：家门口有了一口新井，再也不用到邻居家
找水喝了。 另有9户爱心家庭与思思“结对”帮
扶，将长期资助思思学费、生活费。这是株洲市
实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三个1000”工程，给
思思生活带来的变化。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株
洲市民政局的党员干部通过座谈走访、实地调

研等发现， 当地未成年人保护覆盖面不够广，
尤其是部分留守及家庭困难的未成年人缺少
关爱。该局立即进行专题研究，启动“阳光下没
有孤独”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三个1000”工程，
即招募1000名爱心志愿者、 集结1000个爱心
单位（家庭）、筹建1000个“儿童之家”爱心书
屋，立体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对困难、留守儿
童，每人配备“1名社工、1名志愿者、1名老师、1
名村干部、1名监护照料人”进行帮扶，同时组
织专职儿童工作人员联合专业社工机构、志愿

团体等社会力量， 介入儿童所在学校、 社区
（村）、家庭，共同为留守、困难儿童构建一个政
府和学校尽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关爱
保护体系，努力为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
提供帮困解难、教育辅导、心理疏导、政策咨询
等服务。

目前，株洲市已招募爱心志愿者1000余
名，集结爱心单位（家庭）170多个， 已建和在
建“儿童之家” 998个， 受益未成年人逾1万
名。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储永坤）10月24日晚，怀化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革命题材历史剧目《侗山红》巡
演在芷江演出。 该剧讲述通道芋头侗寨村民，
掩护、 救助两名受伤红军战士的感人故事，观
众看了深受感动。

据了解，在主题教育中，怀化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 针对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不够解放、精
神不够振奋、服务不够到位等问题，以大讨论、
大宣讲、大走访为载体，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以大讨论促思想大解放。围绕什么是初心

使命，怎样守初心担使命等，怀化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大交流大讨论。 通过举办读书班、分享
学习成果、现场提问考学、结合职责分工点学
等，增强学习针对性与有效性。围绕“扑下身子
狠抓落实”开展理论学习大讨论。 怀化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和各县（市、区）委书记、市
直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共撰写理论学习文章
100余篇。

以大宣讲促精神大洗礼。依托当地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 怀化深入挖掘、 整理 《滕代
远临终的遗嘱》 等11个红色故事， 举办“潇
湘红色故事怀化专题宣讲” 活动。 充分发挥

通道转兵纪念馆、 粟裕同志纪念馆、 向警予
同志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实
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微党课活动。 截至目前，
已开展各类宣讲活动3200多场次， 受众达50
多万人次。

以大走访促服务大提升。 结合主题教育，
怀化开展“微爱”活动。 国庆节前后，组织党员
干部访贫问苦，加强与结对帮扶困难户沟通联
系，排查矛盾隐患，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和实际
问题。 截至10月25日，共走访贫困群众30多万
人次，排查矛盾隐患1000多个，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5000多个。

株洲：
“三个1000”工程关爱未成年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怀化：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唐亚新）今天
下午，全球湖南商会会长座谈会在益阳召开。 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并讲话，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关春出席会议， 省政协副
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主持会议。

会上，广东省湖南商会会长陈乐田、加拿
大湖南商会会长熊立新、安徽省湖南商会会长
张友吉、重庆湖南商会名誉会长伍继延等湘商

代表分别发言。
黄兰香指出，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民营企

业的重要桥梁纽带，也是工商联团结、凝聚和
服务广大民营企业家的重要平台载体。湘商在
商海风云中奋力拼搏，培育了一大批极具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催生了一大批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湖南商会。湘商已成为全国的
商界劲旅、家乡“代言人”和新湖南的一张亮丽

名片。
黄兰香强调， 各地湖南商会在行业自律、经

贸交流、回报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在服务湖南改革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
前，湖南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希望商会会长
们发挥优势，引导广大会员和会员企业踊跃参与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生动实践，为家乡发展
作出新贡献。

国内外省级湖南异地商会会长，省工商联
（总商会）兼职副主席、副会长等160人参加座
谈交流。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见习记者 向莉君）
10月28日，湖南部分基层党组织主题教育工作
座谈会在花垣县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
部部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少
峰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 紧贴基层实际， 改进
方式方法， 推进基层党组织主题教育整体提
质。

在听取10名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的发言
后，王少峰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提升站位，
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抓手，作为践行初心
使命的直接检验。 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再深
化，找准问题深挖根源，突出抓好专项整治，注
重工作统筹结合，把各项任务和重点措施抓落
实、抓到位。 要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
为，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解决群
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真正让人
民群众在主题教育中有感知有收获。

王少峰强调， 要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坚
持敞开大门让群众参与，注重分类施策增强实
效。 上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基层党组织主题
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边源） 今天上午， 湖南民革志愿
者中心暨湖南民革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
会在长沙举行。 民革中央副主席、 民革
湖南省委主委、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成立
大会。

湖南民革志愿者中心是全国省级民
革组织中成立的第一家志愿者中心， 将
围绕湖南民革的法律服务、 扶贫助学、
关爱老兵、 文化服务、 科教下乡等工作
开展志愿服务， 现已开始招募志愿者，
是湖南民革在社会服务工作上的新探索。
湖南民革企业家联谊会将联系民革全省
党员企业家会员， 发挥经济领域人才和
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民革相关工作， 助

力提高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的能力
和水平。

何报翔向湖南民革志愿者中心和企
业家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他强调，
湖南民革志愿者中心和企业家联谊会要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不断增强社
会服务工作的自觉性； 要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不断提升社会服务工作的实效性；
要加强机构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社会服
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要充分发挥两个
平台的作用， 推动湖南民革参政履职，
特别是社会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为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湖南民革的
智慧和力量。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刘勇 ）省政
府今天召开全省冬春农田水利建设暨秋冬种
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副省长隋忠诚出席。
他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南“着力推进农业
现代化”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加快推进冬春农田水利建设和秋冬种
生产，确保完成各项阶段性目标任务。

隋忠诚强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要对照水
利部考核有关要求， 抓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水毁工程修复、防洪薄弱环节建设要严格实行
“一单四制” 管理， 确保明年汛前完成建设任

务。
隋忠诚要求，高度重视后段因降雨持续偏

少而可能引发的新干旱，继续全面做好防旱抗
旱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力争把受旱影响
和干旱损失降到最低。

隋忠诚指出， 今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
务是364万亩， 而有效施工期只有三四个月，各
地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任务；要把
秋冬种作为发展精细农业的重要举措来抓，突
出抓好油菜种植等生产，搞好技术指导服务，抓
好秋冬农产品产销衔接，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

会议还就农村饮水安全“回头看”等当前
农业农村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三湘时评

公共空间，不可“李俞”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刘燕娟）
今天下午， 省纪委省监委在长沙召开
2019年第二次全省贫困县纪委书记例
会。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
任傅奎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加强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 巩固深化脱贫攻坚成
果。

傅奎指出， 近年来， 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守职责定位， 加强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呈现稳步推进、 向
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 同时也存在工作
开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推动各级党组织和书记自觉履行

脱贫攻坚政治责任， 更加自觉把整治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摆在突出位置。
要紧盯“虚假式”“算账式”“指标式”“游走
式”脱贫，特别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等
工作中的各类问题， 切实提高脱贫质量。
要广泛收集问题线索， 精准监督执纪问
责， 加强内外协作配合， 统筹抓好警示
教育、以案促改、建章立制，持之以恒推进
专项治理，保持氛围不减、力度不松、工作
不断。要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民生
领域专项治理结合起来，把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结合起来，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

全省贫困县纪委书记会议召开
傅奎：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湖南部分基层党组织
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

王少峰出席并讲话

全球湖南商会会长座谈会在益阳召开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在益阳
会见了来湘出席2019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
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的企业代表。 省
领导黄关春、何报翔、张健参加会见。

泰康保险、帝海投资、红星美凯龙、香
港铜锣湾、开元酒店、湖北和瑞能源科技
等6家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在湘投资情况。
他们表示，湖南区位优势独特，投资环境

良好，期待与湖南深化合作。
谢建辉感谢广大客商对湖南发展作

出的贡献。她说，湖南是文化旅游胜地、发
展宝地、开放阵地、创新洼地。 近年来，湖
南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经济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湖南将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与各方深化合作、
共促发展。

谢建辉会见湘商大会客商代表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黄晗）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
在省直宣传文化单位调研时强调， 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 落实省委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
部署，进一步做优做强出版湘军、文艺湘
军、演艺湘军和具有湖湘特色的“湘字号”
社科品牌。

张宏森先后深入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
团、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演艺集团、省文联、
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省地方志等单位和所
属基层部门，与干部职工、社科理论专家、
文艺家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张宏森强调， 建设文化强省， 关键

靠实力说话、 靠作品说话， 全省广大社
科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 要在学习
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上主动作为， 为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贡献
力量； 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
中心， 保持一股劲， 推出更多大部头、
有分量的优秀作品； 要坚守主业， 大力
拓展融合发展路径，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 要加大文化领域改革
力度， 确保真正发生化学反应， 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 写好“1+1＞2” 的锦
绣文章； 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把
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体化推进， 推动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张宏森在省直宣传文化单位调研时强调

努力做优做强湖南文化品牌

发挥两个平台作用 提升社会服务实效

湖南民革志愿者中心暨
湖南民革企业家联谊会成立

隋忠诚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

加快推进冬春农田水利建设
和秋冬种生产

� � � � 10月28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表演音诗歌《我有一个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