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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蒙志军 刘文韬 苏莉
通讯员 郑栋飚 李天南 整理

“南有新田” 是一曲冲锋号
新田县委书记 唐军

“南有新田”是一部奋斗史，是一座精神宝
塔，更是一曲冲锋号。

“南有新田”是老典型，“南有新田”精神却始
终迸发着与时俱进的顽强生命力。在全县加快发
展、负重爬坡的关键期，全县上下将在南有新田
精神感召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前行，奋
力谱写中国梦的新田篇章。

我们既为新田曾经有过的辉煌而倍感骄傲，
更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担当起应有的使命。正
视差距，赶超崛起，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将勇于
像当年一样，化压力为动力，变不利为有利，敢走
新路求突破。继续倡导和营造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的氛围，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广大干群执行力，
以大干促大发展。

新田当前面临的形势、 所处的实际告诉我
们，要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勇气和决心，抓发
展抢机遇，奋力开拓进取，使老典型焕发出新活
力，坚持以改革增活力，向改革要红利，抢抓湘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大力发展开放型
经济，推进“四化两型”，争当发展标兵，促进县域
经济崛起。

宣传灌区精神，教育青年一代
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原局长 曾纪鑫

“奉献、奋斗、创新、发展”的韶山灌区精神，
永远是灌区人民的宝贵财富。

韶山灌区的建设，当年正处于我国困难时期
恢复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动群众，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工程施工要求高，时间短。干部同
志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坚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
劳动同商量。 湘乡市大坪公社担当池塘施工，民
工手起血泡，脚被石块切开，忍着痛不叫苦，不下
火线。民工戴中桂5次推迟结婚，21岁的女民工张
芷英白天跟大家一起出工， 晚上还自己掏钱，为
民工缝补了500多件衣服。韶山灌区的建设就是
靠这些人、这种精神，践行为人民服务，用苦干、
巧干、实干精神干出来的。韶山灌区工程的建成，
使这个地区永远摆脱了干旱的困扰，为农业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韶山灌区建成已经48年了， 发挥了很大效
益。现在我们要继续宣传灌区精神，教育青年一
代。要把灌区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去，使韶山灌区
继续发挥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获得更大发展。

朝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奋进
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党委书记 冀万喜

“蔡家岗精神”，诞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
传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创新在二次创业的征
程中。

在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以蔡家岗精神为砥
砺，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并根据两型社会的建
设要求，把天人和谐、善美益彰作为最终发展目
标。 特别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
们以开展“五个百”为抓手，着力促进干部作风大
转变、二次创业大提速。

蔡家岗二次创业， 发展工业仍然是重中之
重。但再赚钱的项目，只要有污染我们就坚决不
上。截至目前，全镇通过关停并转，已拥有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 符合环保要求的大小企业27家，工
业结构逐步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增强。

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 更加突出民生改
善。 今年将基本解决全镇群众安全饮水问题，实
现一半的村（社区）组组通水泥公路，大力宣传引
导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城镇医保和新农合，积极推
进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蔡家岗精神”，朝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奋进营造了
良好环境。

爱好林、造好林、护好林
龙山县洛塔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 刘德栾

洛塔是龙山县最高最边远的乡， 海拔1430
米。1982年， 我被抽调到洛塔林业部门工作。
1992年从乡林业站调入洛塔自然保护区工作，直
到现在， 已经有20多年了。 在这平凡的20多年
中，我看到保护区各项发展，有一个感受：管林业
的人，就是要爱好林、造好林、护好林。

我主动向县各级领导汇报了保护区的发展
状况。 对保护区周边乡镇所有荒山进行植树造
林的想法，得到了各级领导认可和同意。由我带
队，利用各项工程项目组织实施植树造林，5年
时间完成了造林任务41700亩， 到现在长势喜
人。造林中，穿坏了几十双胶鞋，挖坏了20多把
锄头和柴刀。

做了一点成绩也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现
在。只要我还能工作，就要坚决把自己亲手造的
林和领导交办的65000亩森林管好守护好。

野鸡坪精神代代相传
邵东县野鸡坪村党支部书记 周玉龙

野鸡坪村是邵东县斫曹乡的一个偏远小山
村。野鸡坪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１０年艰
苦奋斗，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取得了
石山造田的伟大胜利。

改革开放以后，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
水通路成为了我们新的目标。2007年农网改造，
全乡要通水泥路，这对于人力财力薄弱的小穷村

来说，困难很大。我召开了村支两委和党员、组长
会议，我们认为先辈们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
神不能丢，先辈们与天斗、与地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精神要代代相传。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集资捐款30多万元，打造了一条1500米的水泥硬
化路。

现在我村汽车30多辆，过去的土木房变成红
砖房。今年7月，我村又建成了一条5米宽的通乡
水泥马路。我相信，在党的指引下，野鸡坪愚公移
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能够代代相传，并焕发
出新的光芒！

“两年不行三年 ，就是要修通
这条路”

吉首市社塘坡乡十八湾村党支部书记 龙把银

通村公路修好以前，十八湾村真正是与世隔
绝，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2000年4月，十八
湾村通村公路开始动工修建， 我们全村的137个
男女老少把自己的家搬到悬崖边的岩洞里，在工
地上一干就是4个多月。修路的4年间，我们村的
党员分成4个组，从早上6时到晚上9时，天天坚持
排险，天天坚持清理施工现场，这4年间没有一起
安全事故发生。

回想修路经历，我认为当年经常说的两句话
最能体现十八湾精神：“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
三年，就是要修通这条路”、“把我埋在路边，我生
不能修好路， 死也要看着公路进村”。10多年来，
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十八湾精
神，不轻易向政府伸手，坚持自己靠自己。去年发
生干旱，我们就在整片山上修了165口汲水窖；没
有自来水，我们就自己找水源，牵水管，修蓄水
池。现在，我们村没有一块荒废的田地，没有一个
打牌的村民，没有一起赌博的现象。

�传承老典型精神 ， 干好党的
新闻事业

湖南日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孙敏坚

在平江县长寿镇坳上村采访时， 我们了解
到，一群党员干部26年如一日，不计个人名利得
失，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亏一点，也要为人
民群众谋福利，使这个贫穷的小山村一跃成为远
近闻名的小康村。

采访老典型，使我深刻认识到，不管时代怎
样变迁，老典型这种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
力量永远不会变， 并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
活力。

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全民记
者时代，一名党报记者要如何应对冲击和挑战，
守卫和传承好党的新闻事业？我认为，随着信息
社会的飞速发展， 虽然新闻工作的形式有很大
改变，但新闻工作的精神本质没有变，为党、为
人民办报的理念、方向没有变，“三贴近”的作风
没有变，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文风也没有变。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就必须始终
传承好这一精神实质和内涵， 才能真正成为公
共舆论的引导者、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公共道德
的倡导者。

学习老典型的担当与坚持
大学生村官、 会同县坪村镇枫木村村支书

刘胜

《穿越时空的力量》系列报道给我们大学生
村官、基层的干部提供了很好的精神支持。大学
生村官面对的是最基层、 最广大的农民朋友，如
何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我
们就要向老典型学习，学习他们的担当与坚持。

想群众所想， 群众才会接纳你。2011年9月，
我来到枫木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刚好碰上粟裕纪
念馆改扩建工程，为了搞好拆迁工作，我连续98
天泡在村里，足足磨破了3双鞋，做通了村民的思
想工作，同时也让他们接纳了我。

急群众所急，群众才会认可你。2012年6月10
日，会同县遭受特大山洪灾害，我连夜冒雨骑摩
托车赶到村里海拔最高的一个组，挨户叫醒熟睡
在家的67户村民，虽然喊哑了嗓子，但村民的安
全让我心里踏实。

做群众所盼，群众才会信服你。通过湖南农
业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我多方协调成立了兰花合
作社，现在村里的基地引进了12个品种，占地10
余亩，每年经济效益达3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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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故事，事半功倍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 孔和平

优秀的老典型，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之一。这些精神财富，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
深化改革的今天，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之际，湖南日报推出《穿越时空的力量》系列报
道，从历史积淀中寻找独特的视角，大力弘扬
老典型的可贵精神特质，反映老典型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贡献和探索，对于进一步
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增强人们的精神
力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充分显示了党报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弘
扬优良的精神传统，体现了党报的责任担当。

怎么样做有影响的报道， 怎么样做好看、
好听的新闻？这一系列报道，是很好的探索，充
分展现了党报的创新意识。 不是贴标签的宣
传、喊口号的说教，而是通过深入采访，挖掘了
很多很好的故事。讲好故事，事半功倍，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这一系列报道，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特点，
把旧闻、往事分解成若干小版块，充分注重了
受众的体验；多视角地解析、展示，有故事、有
图片、有点评，还有历史资料，图文并茂，编排
灵活；传播多样化，通过新媒体的二次传播，放
大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达到了物理传播与心
灵传播的有效融合。

老典型精神引领全面小康社会
建设

省委改革办副主任、 省委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罗云寿

老典型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对于我们加强
党的建设，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推进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能否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首先
必须在头脑中脱贫， 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
撑、引领。湖南日报这一系列报道中那些原来
的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能旧貌换新颜，就在
于有一个一心为公、带头实干的好班子，团结
和带领群众艰苦奋斗，脱贫致富。而当前“四
风”问题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丢掉
了这种精神。

弘扬老典型精神，对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
优秀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作用。这些
老典型身上所蕴含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继承。 像这次报道中的十八湾精神，
与古时候大禹治水的精神， 有着共同的内涵。
这些精神， 也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我们就是要用这些老典型艰苦奋斗、一心为民
的精神， 来推动当前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省社科院院长 刘建武

湖南日报推出的《穿越时空的力量》这组
报道，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就在于这些老
典型，展示了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追求。
这种精神就是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大公无私。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在当年困难时
期，老典型们面临艰难困苦，为改变落后面貌，

艰苦奋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党员干部勇于
担当、敢于负责，公而忘私，最终战胜了困难，
取得建设事业的胜利。进入新时期，我们的环
境好了，条件改善了，但艰苦奋斗、勇于担当、
大公无私的精神依然必须坚持和弘扬。现在我
们有的党员干部，有位不为，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还存在着“四风”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丢掉了老典型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缺乏勇于
担当的责任精神，没有正确摆正“公”与“私”的
位置。因此，湖南日报的这组报道对于当前我
们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转变作风，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事实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
和发扬老典型精神， 依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唤起精气神，传播正能量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 覃晓光

本报这次系列报道寻访的这些老典型，拼
搏的精神让人感慨， 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他
们是一个标杆， 鼓舞着我们不断前进与超越；
是一盏引路的明灯，照亮了大家的心灵，唤起
了湖南人奋力拼搏的精气神。

记得1982年，我在浏阳采访过一位县委书
记，这位县委书记了不起，自己是县委书记，妻
子仍是农村户口在农村喂猪，他的故事就十分
感人。在湖南，像这样的老典型还很多。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像老典型一样艰苦奋斗、忘我奉
献的人和事将永远激励我们。他们的故事值得
我们挖掘，他们的精神需要我们传承。

湖南日报将抓住这一主题， 进一步加强策
划，把老典型的文章做好，打造品牌栏目，传播正
能量；进一步宣传推介老典型精神，让老典型精
神代代传承，给今天的年轻人更多启发和思考。

老典型报道提升了党报的
指导性、权威性

湖南日报社原社长 蒋显礼

在当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背景下， 湖南日报推出老典型报道， 指导
性、针对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党报的权威性。

这些老典型到底有一些什么可贵的精神？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他们有很强烈的穷则思变、自强致
富的理念；第二，他们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第三，他们有一心为民、
带头实干的好班子、好干部、好带头人。

这是一次很好的正面宣传。过了几十年以
后这些老典型都怎么样了呢？湖南日报作为党
报，向党向人民做了一个很好的汇报。这些典
型他们没有停步，他们在继续前行，在不断创
造新的业绩。

我非常赞赏湖南日报这组老典型报道，作
为老记者、老编辑，我感到非常光荣，深感党的
新闻事业后继有人。

刘德栾 龙把银孙敏坚

覃晓光

唐军 曾纪鑫 冀万喜

蒋显礼刘建武孔和平 罗云寿

刘胜

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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