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做 “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

路人”、“群众的贴心人 ”、“班子的带
头人”；“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
干部”……6月3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会见102名受到表彰的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并语重心长地给广大县
委书记提了4点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涌现了一
大批优秀县委书记、县长，他们以自
己的严实风范，团结和带领干部群众
在经济社会建设中阔步前进，赢得了
广泛赞誉。 本报特开辟“县委书记、县
长的好榜样”专栏，报道5名老干部典
型的先进事迹，弘扬他们踏实为民服
务的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杨柳青
通讯员 王梦琳 罗定坤

头戴草帽，脚蹬草鞋，脖上挂条
毛巾，和农民一起犁田、播种、育秧、
挑粪……

30多年前一位县委书记的形象，
至今仍深深印在老一辈浏阳人的记
忆中。

陈再仁，1976年至1983年时任浏
阳县委书记。他曾当选为党的十二大
代表，获评过省劳动模范，被群众称
为“焦裕禄式干部”。

今年“七一”前夕，记者慕名来到
浏阳市葛家乡玉潭村陈老家中，感受
这名优秀县委书记的风采。已85岁高
龄的陈老因伤病腿虽然有点瘸，但精
神仍很矍铄，穿着依然是一身粗布衣
和老布鞋，皮肤很黑，那是以前在田
里常年劳作所晒。

坐在破旧的布沙发上忆起从前，
他说：“干部如果不转变作风，下去和
群众同劳动， 又怎能了解他们的生
活，怎么指导工作？ ”

“生产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

陈再仁出身农民，13岁就给别人

做长工， 对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
情。

任县委书记之初， 浏阳农村，物
资匮乏，粮食紧张，许多家庭吃不饱
肚子。

陈再仁感到痛心。 他知道，生产
上不去，这样的生活就不会结束。

“当时每年有大批干部抽调到农
村帮助社队工作，但办点有点流于表
面。 ”曾与陈再仁共过事的原浏阳县
政协主席罗克崇老人回忆，有的干部
点上不见人，成了“办家”干部。

“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陈
再仁说，农业要搞上去，首先从改进
干部作风开始。

1978年，在陈再仁的推动下，“四
定一评” 的办队岗位责任制出台：要
求干部定点办社队，并给干部定任务
指标，定劳动天数，定工作要求。然后
公社逐月评比，县委逐季检查，年终
验收总评。

陈再仁带头选择了困难最大的
花树生产队蹲点。 来到花树，他跟群
众一起，犁田、播种、育秧、割稻、打谷
……清早还会起来捡狗粪，农民干什
么，他就干什么。 连送公粮、卖余粮，
他也挑着谷箩， 把亲手收获来的稻
谷，送到收购站。

“那时候，只有在田里才能找到
陈再仁。 ” 罗克崇说，当时群众都说，
陈书记走到哪里， 就在哪里劳动；哪
里有困难， 陈书记就到哪里蹲点；陈
书记到哪里蹲点，哪里就增产、增收。

由于经常在田里劳动，陈再仁的
皮肤晒得黝黑。 不熟悉的人遇见，根
本不会想到他是县委书记，还以为是
个普通农民。

陈再仁在花树蹲点的第一年，稻
谷产量由上年的7万公斤， 增长到11
万公斤， 人均收入由38元增长到67
元。第二年，稻谷产量高达14万公斤，
人均收入96元。

县委书记带了头，对县、区、社三
级办队干部影响很大，大家都说，“形
势逼人，领导带了头，再不认真干就

不行了。 ”
在定点社队的帮助下，浏阳县全

县农业获得大丰收。

“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样
不切实际的荣誉不要也罢”

在生产队蹲点，陈再仁不仅和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带来了先进的
农业科学技术，积极推广杂交稻。

但群众反映：“杂交稻好是好，但
我们没那么多肥料，怎么搞？ ”当时计
划经济条件下，购买化肥需要上级给
指标，而且“僧多粥少”。

“如果不自力更生解决肥料问
题，杂交稻难以推广。 ”陈再仁决定亲
自带头挑大粪。

时任浏阳县委副书记、 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的周青云老人回忆， 陈
再仁当年亲手从县委大院的厕所里，
把大粪舀出装到桶里。 由于没有车，
他又自己将粪桶挑到生产队。 从县
委到花树近13公里路， 陈再仁每次
挑2担， 一担60公斤。 他每次是挑一
担走一段， 再放下转身回去挑另一
担， 这样交替前进。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的干部们都
积极参与挑大粪， 肥料问题很快解
决，杂交稻也随之大面积推广开来。

如今，一进入浏阳境内，满目青
山叠翠。 老同志说，浏阳今天之所以
有如此优美的生态环境，“陈再仁有
功劳”。

当时， 浏阳每年有8万立方米的
木材砍伐任务， 每年都超额完成，是
全国完成木材砍伐任务先进县。 但

“先进县”的背后，是原本郁郁葱葱的
山头，变得光秃见顶。

“奖状实际上掩盖的是罪状，遭
殃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工作要实事
求是， 这样不切实际的荣誉不要也
罢！ ”陈再仁难忘“大跃进”时期的教
训，对砍伐木材的做法很是反感。 他
亲自带队到汉高岭栽树， 连续栽了5
个林场。 经过10年育林，基本消灭了

黄泥巴山。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不能搞特权”

陈再仁在位的时候， 对干部严，
对自己更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不能搞特
权。 ”

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一直住在
老家，还有5个小孩要抚养，家里负担
很重。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很关心陈
老的家庭情况，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大
会上还现场提出要给他妻子解决户
口问题，陈再仁不同意。 县有关部门
已下发了指标通知， 也被他压了下
去：“把指标让给更符合条件、更困难
的人。 ”

“我爱人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
又没什么特长，大家给她解决户口是
看了我是县委书记。 ”陈老说，他是本
地人当干部，更不能以权谋私。 直到
现在，他爱人依然是农村户口。

工作上， 陈老也坚持朴素的作
风。 当时浏阳属湘潭管理，给县里分
了台“伏尔加”汽车，主要给陈再仁去
湘潭开会用。但他坚决不要：“县里老
红军去长沙看病都没车坐，我年纪轻
轻用什么车？ ”

他把车给了老干所，每次开会时
则是自己搭班车从浏阳到长沙，再从
长沙转车到湘潭。

虽然对自己苛刻，但陈老对身边
的工作人员却很关照。 每年大年三
十，陈书记都会陪留在县委食堂的厨
师吃完团圆饭再回家。 晚上，还会自
掏腰包买吃的去看望加班的工作人
员。

“时代前进了，环境变化了，但陈
老身上体现的兢兢业业、 艰苦朴素、
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密切联系群众
的优良作风，永远不会过时，值得我
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陈再仁当年
的同事、原浏阳县委办主任熊正炎感
慨道。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6月30日晚上， 湖南第七批中期
轮换的59名援疆专业技术人才，圆满
完成为期一年半的工作任务，顺利回
到长沙。

与普通援疆干部的3年工作期限
不同， 每批援疆专业技术人才由2组
组成，每组的援助工作为期1年半，中
期轮换一次。

本次中期轮换的援疆技术骨干
在教育、 卫生、 农业水利、 公安保
卫、 住建规划、 文化传播等各领域，

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开展传
帮带活动， 推动吐鲁番经济社会发
展， 为吐鲁番留下了永不带走的专
业人才， 用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赢
得了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
尊重。

据了解，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
我省从1998年开始对口援助新疆吐
鲁番地区。 17年来， 我省援疆工作以
干部援疆为主导， 项目援疆作支撑，
智力援疆作补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左
丹 ） 今天，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称，
高考分数公布以后， 全省申请查分
考生1782人， 计2843科次。 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组织专人按工作程序逐
一复核， 全省2015年普通高考评卷

各科成绩无一差错。 所有申请查分
考生的查分结果将及时通过市、 县
招生考试机构告知考生本人。

据悉，2015年， 全省报名参加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39万人，
比上年增加1.2万人，增长3.2%。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彭希）“这个新政策太好
了， 不仅为我们节约了通关时间，还
方便了我们的行程。 ”今天，从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刚下飞机的台胞周先生
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从7月1日开始，
台胞来往大陆可以免签入境了。

据了解，公安机关从今天起将实

施取消台胞签注政策，台胞持有效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可经开放
口岸来往并在大陆停居留，无需办理
签注。 长沙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名台胞如果持用的是非一次有效
的台胞证， 经过边检人员正常查验
后，即可以通关。较以往查验程序，边
检人员不需查验签注，也不需在台胞

证件上盖章，由此每名台胞可节省三
分之一的通关时间。

边检警官提醒广大台胞，虽然从
今天开始出入大陆只需携带台胞证，
但仍然需注意台胞证有效期，避免因
证件失效而耽误行程。 下一步将启用
卡式台胞证， 台胞出入境将更加快
捷。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奉永
成）今天，副省长蔡振红在株洲市调
研就业创业工作。 他要求，各级政府
要将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从下到上形成合力，全面推动就业创
业工作，帮助就业创业者少走弯路。

调研中，蔡振红一行先后来到中
国中车株机公司、 中国中车株洲所、
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等单位，现场观摩并听取各单位的汇
报。蔡振红对株洲市的就业创业工作
给予了肯定。

下午，在与株洲市各级政府部门

主要负责人座谈时， 蔡振红表示，株
洲市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
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 产业优势
明显，新兴产业布局合理，就业创业
工作改革意识强，推行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举措。 他要求， 各级政府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 不断深化就业创业
工作改革， 建立健全经济发展和扩
大就业联动机制， 将各项就业创业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落实到人，从上
到下形成合力，全面推动就业创业工
作。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杨晓眉 尹芳

6月28日至7月3日， 参加“2015
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的
俄罗斯代表团从韶山出发，开始了难
忘的湖南红色之旅。

同为伟人故里， 列宁的故乡、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的俄罗斯代表们对
湖南山水人文的兴趣尤其浓烈。

“太震撼了！ 我们也想在乌里扬
诺夫斯克州建设这样的剧场，每晚演
出节目，比如关于领袖列宁的。”28日
当晚，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就在韶山观
看了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艺术与文化
政治部副部长西多洛娃兴奋地告诉
记者他们的新想法。

到7月1日，西多洛娃还与其他俄
罗斯代表一起，先后参观了韶山毛泽
东同志故居、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滴
水洞景区，游览了南岳、宁乡花明楼
刘少奇故居及纪念馆、橘子洲头等景
区。 她感叹：“湖南非常漂亮，每个地
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

火宫殿大厨现场制作臭豆腐、糖
油粑粑等长沙美食，湘绣女工游龙走
线，长长的屏幕上，湘江、浏阳河奔
腾，长沙旅游推介会展厅集聚了当地
的美食、美景、美物，看得俄方代表流

连忘返。
在刘少奇故里宁乡花明楼，西多

洛娃一行与刘少奇的长孙阿廖沙相
遇。已定居广州的阿廖沙热情地带领
大家参观花明楼。

从2003年首次回到中国至今，阿
廖沙来过花明楼多次。

看到纪念馆内苏联生产的嘎斯
69型吉普车， 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兴
奋地拉着阿廖沙一起合影。 当向刘
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罗雄了解到，
政府对纪念馆的研究人员、 经费投

入很大， 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
平均每年有300多万人次游客参观了
纪念馆， 西多洛娃连连竖起大拇指。

湘江奔涌，橘子洲头，凉爽的夏
风轻抚着青年毛泽东头像。实地了解
了毛泽东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
志后，受到感染的西多洛娃情不自禁
唱起了俄罗斯歌颂领袖列宁的歌曲。
歌里唱到“列宁永远年轻”，西多洛娃
停顿了一下：“这里要改一下歌词，毛
泽东永远年轻。 ”说完又深情地唱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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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会见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
并提出四点要求。 他强调，县委书记
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自觉执行党的纪
律和规矩， 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
立场始终坚定。

郡县治，天下安。 “郡县”之良治
历来都是打造一个国家坚实底盘的
基础。 正因如此，县委书记在政治行
为中的取舍、选择决定着我们国家基
础政权的良善与否。 这次表彰大会
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县委书
记要做政治的明白人”， 含义不可谓
不深。

什么是“政治的明白人”？概括起
来不外乎五点：懂规矩、守纪律、定位
准、思路明、讲党性。

懂规矩、守纪律，是要求县委书
记在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以及道德
规范和标准礼仪方面作社会表率 。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作为主政一方的“总指挥”，县

委书记的政治形象发挥着标杆性的
引导作用，影响着众多官员的价值取
向。

定位准 、思路明 ，是要求县委书
记对自己的职权范围、 管理方式、发
展决策有清晰的认识。 “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这是对地方官员最朴素、也
最实际的要求，作为地方长官 ，既不
能尸位素餐，也不能伸手过长 ，工作
上尽职尽责的同时要做到不越位、不
错位，正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讲党性 ，这是最关键 ，也是最重
要的。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
洞的口号， 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
在新时期， 全党上下必须要形成合
力，如此方能在全盘建设中取得更大
突破。 如果地方官员在思想和政治上
与党中央不一致，在工作中选择性执
行政策，或者定一些土政策 ，做一些
小动作，搞“附加性执行”或“欺骗性
执行”，不仅消解党的力量，也让群众
利益受损。

成为政治的明白人，无疑是县委
书记们在新时期最重要的自觉要求。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
者 陈薇） 今晚8时，“雅韵三
湘·音乐经典‘橘洲沙滩音乐
之夜’ 庆祝七一交响音乐会”
在湖南音乐厅拉开序幕。省领
导许又声、欧阳斌出席。

本次音乐会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省广
播电视台、省演艺集团联合主
办，湖南交响乐团、橘洲沙滩
体育休闲文化园承办。

在湖南交响乐团团长、
国家一级指挥肖鸣的指挥下，
上半场奏响了 《红旗颂》 、
《白毛女组曲》、 《红色娘子
军组曲》 等熟悉的经典曲目，
男中音歌唱家王立民为观众
献上独唱 《黄河颂》。 下半
场， 湖南交响乐团用精湛的
技艺演绎陕北风味交响组曲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此交
响组曲首次在湖南奏响， 由
作曲家崔炳元历时半年， 在
原“陕甘宁革命民歌五首”
的素材基础上重新作曲、 编
曲完成。 现场听众还听到了
《兰花花》、 《咱们的领袖》、
《秋收》 等熟悉的民歌旋律。

县委书记、 县长的好榜样

晒得最黑 ———记原浏阳县委书记陈再仁 县委书记要
自觉做“政治的明白人”

红色旋律 激情飞扬
湖南举办庆祝七一交响音乐会

图为演出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陈薇 摄影报道

蔡振红在株洲调研就业创业工作时要求

形成合力全面推动就业创业工作

参加“2015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的俄罗斯代表团从韶山出发，
开始了难忘的湖南红色之旅———

“我们想做列宁主题实景演出”

第七批59名援疆技术人才返湘

湖南公布高考查分结果：
无一差错

台胞来湘实行免签入境
仍需注意台胞证有效期

(上接1版①)
徐守盛强调，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要坚持心存戒惧、一身正气，进一步
念好党纪国法“紧箍咒”。要从思想深
处强化党纪国法意识，破除“侥幸心
理”，从一言一行中严起来、改起来，
认清欲望背后的陷阱，筑牢拒腐防变
的堤坝，远离贪婪尽头的毁灭，做到
自警自律、慎独慎微。 要加强从政道
德修养，讲操守、重品行、崇正义、纯
家风，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
权，清白做人、干净干事、坦荡为官，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徐守盛指出， 当前全省“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有序推进， 取得了
初步成效， 要始终坚持标准、 从严
要求， 在现有基础上再添一把火、
再加一把力， 防止前紧后松， 持之
以恒抓紧抓实各项“关键动作”； 要
强化问题导向， 以解决问题的成果
来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 要统筹抓
好专题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全省改革
发展迈出新步伐。

(紧接1版②) 目前浏阳拥有高新技术
企业近百家， 已迎来新一轮创新创
业热潮。 快速成长的企业， 成为促
进浏阳财税增长的主力
军， 1至6月纳税前10名企
业纳税超过全市税收
收入总额的1/3， 同
比增长9.3%。

“我们将继续坚
持‘产业兴城’ 战
略， 全力以赴推进产
业项目攻坚， 加快形
成产业发展的聚合
效应， 致力打造‘板

块驱动、 多极支撑’ 的浏阳经济升
级版。” 长沙市副市长、 浏阳市委书
记曹立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