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书育人
堪称典范
段江华张京华事迹报道

引发热议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汤霞玲 李国

斌 通讯员 熊玲芝 胡明玥）9月9日至10日，
湖南日报报道了段江华、 张京华两位优秀教
师先进事迹。报道发出，两位老师的事迹在师
生中引发热议。

“段江华老师是我们的榜样。”湖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的周老师说， 段江华老师在讲台
上教书育人，在艺术事业上追求卓越，在危急
时刻挺身而出， 诠释着一位艺术教育工作者
的担当。

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同学说， 段江
华老师的事迹有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他是我
们爱戴的好老师，更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3月初，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副教授段江华
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6
月，段江华入围“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候选
人”，并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师德标兵”。

今年教师节另外一位典型人物张京华的
事迹被报道后， 他所在的湖南科技学院各学
院、各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研讨交流、撰写
心得体会等学习张京华先进事迹， 大家纷纷
为张京华潜心治学、献身教育的精神点赞，表
示要积极从其先进事迹中汲取养分、 激发动
力， 凝聚正能量， 努力做一名新时期的好教
师。

该校传媒学院老师李德团撰文《心中有
盏灯，照亮行路人》称，在张教授心中，有一盏
永不熄灭的学术明灯， 它给学术道路上行走
的人引路，照亮他们求知的道路。

该校2012级学生许剑桥学习张京华先进
事迹后， 感慨地说：“我为学校有这样一位大
师感到骄傲，我会学习张老师，在自己追求的
道路上坚持下去。”

张京华，北京人，从北京大学一路南下，
2003年来到了湖南科技学院。12年里，他发表
论文240余篇，出版书籍和专著20余本。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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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高山峡谷星罗棋布，拥有壮
美的自然景观，而“贫穷”这一困难也长期考
验着高原儿女。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云南省占4
个， 涉及15个市州93个片区县和重点县；到
2014年底， 全省还有贫困人口574万人。云
南，仍是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
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

立足当地实际，云南省在扶贫攻坚的路
上奋力而为。“十二五”以来，全省累计投入
省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83.18亿元，把
区域综合开发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组织实
施基础设施大建设、特色产业大发展、基本
素质大提升、社会服务大改善、生态文明大
创建、村庄建设大变化“6大工程”；推动结对
帮扶、产业扶持、教育培训、农村危房改造、
扶贫生态移民、基础设施6个“到村到户”。几
年来，全省累计有44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104元提高到
6314元，走出一条精准扶贫的“云南路径”。

挂钩帮扶，架起“滴灌管道”
云南省全面开展贫困人口识别和建档

立卡工作， 把贫困人口一户一户筛查出来，
做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共识别
出476个贫困乡4277个贫困村，建档立卡195
万户700万人， 实现贫困人口户有卡、 村有
册、乡有簿、县有档、省和市州有数据库。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云南省推行扶贫
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机制，即“领导
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转作风、走基
层、遍访贫困村贫困户”。目前，省委、省政府
已安排38位省级领导挂联42个贫困县，302
个省级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滇
单位挂联93个贫困县。把扶贫任务聚焦到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人口，让40万名干
部与贫困户、贫困人口对上号、挂上钩、结上
对，确保户户都有责任人，全面架起精准扶
贫的“滴灌管道”。

丽江市永胜县羊坪彝族乡村民毛产哈一
家有4口人，过去仅靠种植洋芋和玉米，生活
十分贫困。在乡党委书记和根杰结对帮扶下，
毛产哈一家逐年扩大养羊、养猪规模，去年收
入达2.5万元。现在，毛产哈对自家房子进行了
改造，建起了卫生厕所，用上了太阳能。羊坪
彝族乡乡长沙继文介绍，全乡共有9个基层党
组织、325名党员挂村包户、结对帮扶。

项目带动，做大“扶贫蛋糕”
初秋的曲靖市会泽县五星乡，清澈的五

星河水蜿蜒流淌， 成排的柳树随风飘扬，青
瓦白墙的村庄炊烟袅袅， 犹如一幅水墨画
卷。五星乡是云南省把扶贫开发与“美丽乡
村”建设有机结合的突出样本。

依托“美丽乡村”项目，云南省整合项目
资金，把钱花在群众最急需解决的困难上。大

力开展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
林， 让荒山荒坡披上绿装； 组织实施通路、通
电、农田水利、安居房等重点项目建设，解决贫
困村群众住房难、饮水难等实际问题。

云南省统筹扶贫开发、美丽乡村、传统
村落保护、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对建档立卡
识别出来的476个贫困乡、4277个贫困村实
施整乡（整村）推进，以消除农村危房为突破
口，以整治提升农村环境为重点，实现农村
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十二五”以来，全
面完成了105万户农村危房改造、85万人异
地搬迁，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打造了
一道道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风景线，同时带
动了乡村旅游的繁荣。

针对扶贫资金分散、撒“胡椒面”、“跑冒
滴漏”等顽疾，云南省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
扶贫资金整合，想方设法做大“扶贫蛋糕”。
省财政每年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不得低于
中央财政投入云南省专项扶贫资金的30%，
以县级为平台，以项目为载体，改变扶贫资
金“碎片化”现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产业造血，提升“内生动力”
多样性，既是云南省最大的魅力，也是

扶贫开发最大的难点。“一副药”无法根治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贫困。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成为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3年一轮回，永远种3样，3餐不变样。”

这是怒江州独龙江乡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土地每3年轮种一次，农作物只种玉米、芋头
和洋芋，每顿饭都是一样的菜。

根据独龙江乡特有的气候特征、地形地
貌，当地党委、政府引导独龙族群众大力发
展草果和重楼（中药）产业，累计种植草果近
4万亩、重楼1000余亩；山高谷深、几乎零污
染的自然条件，使独龙牛、独龙蜂野生养殖
在独龙江畔悄然绽放，成为叫响全省的生态
品牌。这些高原特色产业，为独龙族群众建
起了“绿色银行”，“以前我们村人均纯收入
只有几百元，现在已超过2000多元了。”巴坡
村主任王世荣说。

“十二五”以来，云南省坚持打高原牌、
走特色路，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建
设高原粮仓、特色经作、山地牧业、淡水渔
业、高效林业、开放农业“六大板块”，集中打
造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
“4张名片”，基本实现“一村一品”，让每户贫
困群众都有增收产业。

彩云之南，云彩飞扬。得益于精准扶贫，
云南省的贫困群众在脱贫奔小康的路上，走
得愈加坚实。

云南来湘推介
高原特色农业

盼与湖南企业深度合作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今

天，在长沙举行的2015中国（长沙）国际食品
展上，云南省商务厅举行了一场专题推介会，
推介云南高原特色农业。

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刘京表示， 湖南与
云南在农产品方面可以实现资源合作、 优势
互补，湖南在包装、深加工、标准化等方面具
有优势， 而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也有独特
的原材料优势，双方可以进行深度合作。

据介绍， 云南着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产
品，咖啡、花卉、核桃、橡胶、茶叶、蔬菜、蔗
糖、畜禽等产品，销往全国和世界11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此次参加长沙食品展的22家企
业，带来了花茶、咖啡、普洱茶、酱菜等云南
特产， 其中酱菜和普洱茶最受湖南人欢迎，
也有不少超市前来对接。 截至目前，22家企
业均收获了购销订单。

徐晨光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是党员干部修身
律己的基本前提，是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的根本来源。顾名思义，政治上“明白”就是
要讲政治、很明白。“讲政治”就是顾大局、守
纪律、讲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很明白” 就是不动摇、
不含糊、讲原则，既埋头拉车，更抬头看路。
明白才有方向，明白才能坚定，政治上的明
白容不得半点糊涂。

要明白党员身份，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
党员干部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 注重
增强三种意识：一是细胞意识。支部和党员是党
的最小细胞。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 就如同党的细胞充满活
力，党的肌体才能健康强壮。二是旗帜意识。一
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人们判断共产党的好与坏， 主要是看党员个体
的好与坏。三是公仆意识。在人民群众面前，党
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仆人”身份，不断强
化公仆意识，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要明白宗旨目标，解决好“为了谁”的问
题。 共产党员一辈子就追求两件事， 一件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件是“不惜牺牲
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也是
党的根本宗旨和最高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是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党在
成立之初就曾承诺 “打土豪分田地”“让人民
当家做主”“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如果到党
成立100年时， 还让人民群众在生计上犯难、
在贫困线上挣扎，就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

要明白理想信念，解决好“总开关”的问
题。什么样的理想决定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

的信仰决定什么样的选择。 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拧紧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要树立牢
固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常补精
神之“钙”，常戒非分之想，在大风大浪面前不
摇摆；坚持理想信念不含糊，理性认识党员追
求，清醒保持公仆本色，在各种诱惑面前不迷
茫；坚守理想信念不背弃，守护精神家园，防止
“精神出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取向。党员干部辛勤工作，不能只
是为个人奋斗、为小家庭奋斗，而要立志为党
和国家奋斗、为人民利益奋斗。

要明白党纪党规，解决好“守底线”的问
题。党纪党规是“红线”“底线”“高压线 ”。要
明白党的纪律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
行，严格落实到行动上。如遵守政治纪律，就
要坚决做到“四个服从”，始终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遵守组织纪律，就要始终生活在

组织之中，接受组织约束，服从组织管理；遵
守宣传纪律， 就要做到研究探索无禁区，宣
传讲话有纪律。 要明白党的规矩。 党章、党
纪、国家法律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
传统和工作惯例，都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
重要规矩。要把这些规矩牢记于心 、外化于
行 ，长期坚持并一以贯之 。要明白 “五个必
须”。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的“五个必须”，
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本的规矩。

政治上“明白”，是共产党人终身的必修
课、人生的“压舱石”。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循
“坚定信念、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自觉做到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恪守廉
洁从政的准则，秉持克己奉公的操守 ，时刻
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清醒，真正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

（作者系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彩云之南，每一朵云彩都飞扬
———精准扶贫的“云南路径”

云南日报记者 严家芬

编者按：
以往“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大水

漫灌”式扶贫，正在变成“精准滴灌”式
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以来，各
兄弟省区市和我省一样， 按照精准识
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扶真
贫、真扶贫，走出了一条各具特色、颇
有成效的精准扶贫新路子。

借他山之石， 攻扶贫之坚。 今天
起， 本报将连续刊发 “精准扶贫奔小
康·他山之石”系列报道，分别介绍贵
州、云南 、广西 、河南 、四川 、甘肃等6
省区扶贫经验。敬请关注。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供本报专稿精准扶贫奔小康·他山之石①

三严三实笔谈

图左： 脱贫致富的独龙族群众。 图右： 美丽的独龙族特色民居。 云南日报记者 张彤 摄

距2015男篮亚锦赛

开幕还有 天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