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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 ）走进7月，高温和
我们的生活相伴相随。 省气象台
预计，5日晚起，省内将迎来降水
天气过程，湘西北、湘北为此次
过程的主战场，届时最高气温将
降至30摄氏度左右。

据实况监测显示，3日8时至
4日8时，全省平均最高气温33.9
摄氏度，绝大部分地区都纳入35
摄氏度高温范围。 省会长沙7月1
日至3日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达
到35摄氏度以上。 不过这几天虽
然天气炎热，但星城长沙的天空
却分外明净，蓝天白云、赏心悦
目，气象专家称，这主要是由于

近期我省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
缘，西南风强劲，十分有利于污
染物向高空扩散。

省气象台预计， 5日至7日，
副高减弱东撤， 湘西北、 湘北
处在副高边缘， 部分地区将有
降水发生， 最高气温可降至30
摄氏度左右， 而无降水的湘
南地区， 最高气温仍维持 35
摄氏度或以上。 气象专家提
醒， 湘西北、 湘北为此次降
水的主战场， 当地公众及相
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
山洪、 积涝等灾害； 同时， 需
加强中小河流和水库的汛情监
测及病险水库的排险加固工作。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陶艳 梁辉） 天气变热，
吃宵夜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几
乎每天都有吃宵夜吃坏肚子的
病人， 有时候一天好几个。 ”今
天，省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张洪
勤教授提醒，吃宵夜不当对身体
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张洪勤表示，夏天吃宵夜的
人多，气温高，食物保质本来就
成问题；一些路边大排档卫生条
件不达标，往往成为细菌滋生的
重要场所， 容易发生肠道传染
病。“冰啤酒+小龙虾+各类烧烤”
是宵夜的常见搭配。 专家提醒，
一冷一热对胃肠刺激过大，有时
会引起胃肠痉挛。 长此以往，消
化功能会下降。 吃宵夜还容易使
人肥胖，影响睡眠，还可能诱发
胰腺炎、糖尿病等。 而对于需要
熬夜的人， 应适当选择吃点宵
夜，补充体力，宜在睡前3至4小
时吃。 离睡觉的时间越近，要吃
得越少。

专家建议，吃宵夜除了要保

证新鲜卫生以外，还要尽量选择
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最好是
乳制品，如牛奶、酸奶、豆浆等。
在主食上，可以吃点碳水化合物
如面包、馒头、饼干、粥等等。 此
外，可以适当吃点水果。 夜宵摊
上常见的小龙虾、烧烤、冰啤酒
都不宜多吃。 一般情况下，吃了
不卫生的东西1至2天内，会出现
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症状严
重甚至会脱水，出现休克、肌肉
疼痛、便血等中毒表现，甚至危
及生命。

记者同时从省人民医院获
悉，近日该院肛肠外科共收治阑
尾炎患者10余名，明显高于其他
季节。 不洁食物容易导致肠道疾
病和阑尾炎的发生。“一旦出现
发烧、呕吐、腹泻，尤其是转移性
下腹痛，应立即到医院检查是否
患上了阑尾炎。 ”专家提醒，有些
阑尾炎，尤其是儿童和孕妇阑尾
炎的症状并不是特别明显，容易
发生误诊、漏诊，患者和家长应
重视。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今天晚上， 省湘剧院在
长沙红色剧院表演了4出精品
折子戏 《十三福》、 《白兔记·
打猎》、 《碰媒逼婚》、 《拜月
记·抢伞》， 拉开了省湘剧院赴
港前演出的序幕。 7月18日，
省湘剧院将启程前往香港参
加2013中国戏曲节。

此次， 省湘剧院将携古典
名剧 《琵琶记》 和10出精品湘
剧传统折子戏参加香港的戏曲
盛会。 这些剧目涵盖湘剧高
腔、 弹腔、 昆腔、 低牌子4大
声腔， 生旦净丑文武兼备， 同
时汇集了省湘剧院获得梅花
奖、 文华奖、 芙蓉奖和享受国
务院津贴的一大批艺术家。 特
别是左大玢 、 王永光 、 陈爱
珠、 唐伯华等老艺术家， 年逾
七旬， 已阔别湘剧舞台10多
年， 此次受香港中国戏曲节邀
请， 他们又回归舞台献演各自
的拿手好戏。

从今晚起， 省湘剧院将连
续4晚在红色剧院提前展示赴
港演出的剧目。 5日晚， 王永
光、 陈爱珠等老艺术家将带领
年轻演员演出 《琵琶记》； 6日
晚， 左大玢、 唐伯华、 王阳娟
等名角将登台， 演出 《金印
记·打机投水》、 《潘葛思妻》、
《生死牌·三女抢板》； 7日晚，
左大玢、 王永光、 唐伯华等将
领衔演出 《何乙保写 状》 、
《百花记·斩巴》、 《百花记·赠
剑》。

离开舞台11年， 左大玢把
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演员
上。 她不无遗憾地表示， 近些
年很多老艺术家相继去世， 导
致一些传统剧目失传， 这一次
老中青艺术家同台演出， 希望
能促进年轻演员的成长， 把这
些传统剧目传承下去。

今晚起湘北高温缓和
湘西北湘北有强降水，最高气温将降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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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枫亟待保护
7月3日， 澧县双龙乡枫祥村的古枫树。 这棵充满吉祥传说的古

枫，约有160年历史。 据介绍，古枫昔日树冠半径在30米左右，但现在
已不足10米，三根主干已有一根腹中空空，一根粗壮的侧枝因虫蛀而
折断。 当地干部群众期盼相关部门加强对这棵古树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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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善理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中心城
区路段，有3处被群众称为“肠梗
阻”的路段，严重影响车辆、行人
出行。 近日，记者几次接到市民
周先生等人打来的电话，请记者
代他们呼吁，尽快消除这些“肠
梗阻”， 让市民有一个畅通的出
行环境。

7月4日， 记者分别来到市民
反映的3个地方进行了实地查看。
位于城区中心的宋家洲大桥已经
通车10多年，目前已成为缓解河
东、河西交通压力的重要通道。然
而，在其西端，仍然是一个曲折、
多险的山坡路。家住河西、上班在
河东的何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
驾车从宋家洲大桥经过，但由于
弯急、路陡，每逢黑夜、下雨、车
多，常常出现堵车、刮车、碰车等
情况，险象环生。 据了解，由市城
建投负责的宋家洲大桥西端拉
通工程，已于两年前开工，但由
于拆迁等问题， 目前已经停工。
城建投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由于拆迁工作由冷水滩区

政府负责，这段“肠梗阻”何
时能打通，他们也不知道。

于2011年9月23日建
成通车的永州大桥，是连接
冷水滩区东西城区、贯通省

道S217永州至邵阳的又一重要
通道。 大桥虽已建成通车近两
年，然而桥的东西两端仍不能完
全畅行。 在这里记者见到，桥的
东端，山坡取直、路面硬化时断
时续， 经常只能半边桥行驶；桥
的东端，造纸厂的一栋宿舍高高
耸立在笔直、 宽敞的大路一边，
既影响了城市美观，更严重地影
响了车辆的行驶。

在城区最为繁华的零陵中
路， 通往市中医院住院部的道
路，10多年前进行了拓宽改造。
在入口处，市民王某的房子改造
时没有拆除，将这条仅10米路宽
的路口占去了一半。 记者在这里
见到， 来往这里的人员车辆很
多， 出入路口都是单边行驶，如
果遇到两车相遇，另一辆只能后
退等待。 在中医院工作的刘先生
对记者说，这里的“肠梗阻”经常
让进出的救护车不能正常出行。

冷水滩区群众热切盼望这3
处“肠梗阻”能尽快得以根除。 希
望有关部门急群众之所急，想群
众之所想， 彻底医治此类“顽
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中国梦
必须走中国道路。 ”“全国各族人民一定
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
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
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一个十
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定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必须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1840年以来， 为了救亡图存、 民
族解放， 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 洒热
血， 上下求索，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中深刻认
识到， 要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就必须彻底推翻剥削阶级
的统治制度， 建立人民民主政府。 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带领人民推翻了
三座大山， 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人民从
此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回首波澜壮阔
的斗争历程， 历史雄辩地证明， 在我
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历史的
必然， 是人民的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近六十年
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
性。 从我省的情况看，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我省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有效行使民主
权利。 人民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产生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民主
权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密切与
人民群众的联系，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全省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依法行使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权力，保障宪法和法律得到

正确有效施行，保障中央和省委重大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经济
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保障国家权力依法高效行使。 人大与
“一府两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
一致开展工作，保证了国家机关高效有
序运转，形成了推进富民强省的强大合
力。

实践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
合我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
质、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
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
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 我
们要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必
然性，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特
征和优势，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要坚决抵制
“多党制”、“三权分立”等错误思想的影
响与侵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始终做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清
醒、立场坚定。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当前，加快湖南科学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书写好“中国梦”的湖南篇
章，是全省工作的大局。 全省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立足大局， 依法履职，为
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提供有力的民主法
治保障和重要的正能量。

以提高立法质量为核心，进一步深
化立法工作。 适应立法工作的新形势，
把立法工作重心从注重立法的数量和
速度转到更加注重立法的质量和效益
上来。 加强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
好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把好
立法项目“入口关”，统筹制定和实施立
法计划。 突出立法重点，坚持“少而精”
的原则，认真研究制定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领域急需的、 条件成熟的法
规。坚持立改废并重，坚持民主立法、科
学立法， 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和程
序， 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坚
决克服和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以增强监督实效为重点，加大监督
工作力度。 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作为监督工作的首要任务，
着力推动“四化两型”建设，努力实现经
济总量、运行质量、人均均量“三量齐
升”。 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全
过程审查和监督，推动完善公共财政体
系。 加强对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
防止财政资金被侵占和严重浪费。 加大
对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督促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等问题，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尤
其要加大对司法不公行为的追责力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加大对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的监督检查，牢牢
守住人民群众生活生存的底线。 加强人
大信访工作，依法督促处理涉诉涉法上
访案件和严重不公的突出问题，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以重规范、议大事为立足点 ，行使
好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 要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依法任免的有
机统一，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不断增强人事任免工作的法律性、民主
性、权威性。 加强对被任命干部的监督，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要进一步完
善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有关规定，紧
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的中心工作， 想大
事、议大事，适时作出决议决定，把党的
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和全省人民的自觉
行动。抓好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监
督检查，确保收到明显成效。 要坚决维
护和支持省人民政府以及省高级人民
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的权威和工作，做

“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坚强
后盾。

以发挥代表作用为抓手，加强和改
进代表工作。 要充分尊重人大代表主体
地位，注重发挥代表作用。 进一步完善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
系人民群众的制度， 广泛了解民情，及
时反映民意，科学集中民智。 完善代表
小组活动方式， 精心组织代表开展视
察、专题调研等活动，认真办理代表议
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做好代表履职服务
保障工作， 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加
强代表学习培训，不断提高代表履职能

力。

不断提高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水平

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要求全省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

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 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做好人大工作的
根本。 人大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
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核心是
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坚定不移地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全省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
大依法履职的全过程， 落实到人大工
作的各个方面，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
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善于使党组
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要坚持重大事
项请示报告制度， 立法计划、 监督计
划及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要及时
向党委报告， 将党委的主张和意图落
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去。

坚持真抓实干。 认真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反对“四风”，
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

“九项规定”，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 扎实抓好“转作风、解难题、抓关键、
见实效”活动，扑下身子去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 要进一步把人大工
作做实，带头讲真话、讲实话、讲管用的
话， 抓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
题，一抓到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坚持抓好队伍建设。 要把队伍建设
作为加强人大工作的关键环节来抓。 加
强学习培训，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人大干
部队伍。 加大干部交流和培养使用力
度，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形成良性的选
人用人机制。 关心干部职工生活，加强
机关建设， 真正把人大建成人民之家、
人大代表之家、人大干部之家。 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 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
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 努力营造团
结、民主、奋进、和谐的工作氛围，树立
人大机关的良好形象。

本报评论员
整风是我们党解决自身问题的一大

创举；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我们党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利器。

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新时
期推进党的建设的重大实践创新。 这项
活动能否取得令全党全国人民满意的成
效， 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能不能认真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 能不能以整风精神直
面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们党而言， 以整风精神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
哲学命题， 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武
器。中央反复强调，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要贯彻整风精神， 以整风精神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让党员干部通过教
育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存在于作风建设之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违背我
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是当前群众深恶痛
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根源，是作风建设的大敌，

是实现 “中国梦” 伟大征途上的一大障
碍。

面对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
反对“四风”这些顽症难疾，广大党员干
部要有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动
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以深挖根源、
触动灵魂的态度，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真正让党员
干部“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以达到
祛歪风、压邪气，树新风、扬正气的目的。

能不能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是衡量
一个领导班子是否坚强有力、 一个领导
干部是否一身正气的重要尺度。 全省各
级领导干部要以对党的事业负责、 对人
民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带头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带头进行整改，切实做到
“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
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 真正起到
“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表率作用。

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触动灵魂、 深挖
思想根源的勇气。 要把开展认真的而不
是走形式的、积极的而不是敷衍的、健康
的而不是庸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贯穿
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

全过程。 任何遮遮掩掩，避重就轻，都是
私心杂念的表现， 本身就是思想认识上
出了问题。

“一团和气”是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天敌”。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出于
公心、与人为善，又要敢于揭短，不搞无
原则的一团和气、好人主义；防止批评与
自我批评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喊一喊、
叫一叫，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要通
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让每一个领导
干部不掩饰作风之短，不回避逆耳之言，
洗一洗身上的污垢， 清一清每一个领导
班子的肌体，以清新、清明、清正的新形
象出现在群众面前。

改进作风，应广纳民意。要把引导群
众有序参与作为贯彻整风精神的重要内
容，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虚心征求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及时组织群众评议，确保教育实
践活动“不空”、“不虚”、“不偏”，真正使
教育实践活动成为群众支持、群众检验、
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以良好的党风政
风凝聚党心民心，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
新变化、新气象。

为 您 服 务记者 在你身边

永州市民
盼除“肠梗阻”

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
奋力书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于来山

7月4日，学员在了解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情况。 当天，省委党校处干二班的30多名学员来到株洲市，考察该市两型社会建设情
况。 陈瑛 摄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