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杨锦芳 曹航

4月16日，骤雨初歇，山间云雾缭绕。
汝城县委驻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村第一书记黄飞，来到村民朱求养、
朱明才家走访。

巷子里响起黄飞沉稳的脚步声， 小狗
亲切地摇着尾巴。推开朱求养家的门，粉刷
一新的墙壁亮堂堂的。 去年底的一个下雨
天，黄飞走访时发现朱求养的房子漏雨。天
晴后， 他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修缮。“真感
谢党的好政策， 不然哪有这么好的房子

住。”今年76岁的朱求养无儿无女，是兜底
扶贫对象。

当天晚上，村民吃过晚饭后陆续到宗祠
参加夜谈活动，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为支持景区建设，拆掉了老房子，但
新房子啥时建？” 朱意成这些年在外打拼，
现想回村发展，可没地方住，心里有点急。

“意成说出了我们40多户村民最关心
的事。” 朱唐松接过话茬，“希望村里抓紧
办。”

“建房是大事，我们已向县、乡相关部
门反映了，由村理事会具体负责。”村支书
朱中建回答得干脆。 荩荩（下转3版）

“日访夜谈”
解民忧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鲁融冰 李杰

4月16日，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
乡村大舞台上，黄士元写的花鼓小戏《快打擂
茶迎客来》《赛诗路上》， 幽默风趣接地气，把
台下的男女老少乐得前俯后仰。

4月17日，常德市鼎城区文化馆里。人们
讲起农民剧作家黄士元的故事，泪光点点，不
相信他3月1日因病离世。

他的戏让人笑，他的好让人哭。

一辈子为农民写戏， 救活了
常德丝弦和花鼓

与肝癌搏斗了157天， 国家一级编剧、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常德市鼎城区图书
馆退休干部黄士元走了，享年76岁。4月17日，
在简陋的旧居里， 妻子宋秀英仿佛还看见他
在书桌旁写戏。她怜他少年生活苦，老来病痛
磨。他却笑呵呵地回答：我托农民的福，沾生
活的光。一辈子为农民写戏，享神仙福！

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对黄士元从来不
是问题。黄士元出生在农村，小学毕业后在家
务农，14岁自编自演曲艺节目《禁赌博》获奖，
19岁在工分本的反面写出小戏《两个队长》搬
上舞台。他一边当农民，一边为农民写民歌、
快板、小品、小戏、大戏。1979年，他因戏写得
好，招工到城里当编剧，立下一辈子为农民写
戏，写一辈子农民爱看的戏的宏愿。

一辈子为农民写戏，黄士元做到了。他当
电影放映员，在县花鼓戏剧团当党支部书记，
到区图书馆当馆长， 退休后创办黄士元戏剧
曲艺创作工作室，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没有哪
一天不写戏。 创作工作室学生曾强鑫清楚地
记得，2018年6月，黄士元发病直至去世，他在
病床的小写字板上， 用左手按住颤抖的右手
写出了《习总书记到咱洞庭来》《心中最美常

德路》《猜嫁妆》等作品，留下了《哎哟湾的笑
声》《唱唱我们常德人》初稿。黄士元把写戏称
为“转移疗法”。

“没有他，就没有常德丝弦的今天。”常
德丝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晓玲回忆说，常
德丝弦在上世纪70年代唱红大江南北，80年

代销声匿迹，直至1989年黄士元创作了《洞
房悄悄话》，才让常德丝弦重出江湖，带火了
剧团。 常德丝弦30多次进京，90%是他的作
品。几年前，常德丝弦又差点因为“歌舞化”
的瓶颈而走不下去， 又是黄士元鼓励她，指
出不足。 荩荩（下转6版）

脚沾泥土香 戏赢满堂彩
———追记国家一级编剧黄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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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王晨来湘开展执法检查时的讲话精神，
通报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第一轮下沉督
导反馈有关情况，研究部署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扫黑除恶等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特
别是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 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
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
思维和问题导向，对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进
行全面排查梳理，围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
住房安全等重点难点，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
硬举措和办法，并推动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要注重脱贫质量，严
把贫困退出关，精准精细实施“五个一批”，建
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形成可持续的脱
贫内生动力。要把防止返贫放在重要位置，保

持扶贫政策和工作力量的稳定性、连续性，做
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基
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把为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扶贫一线干部的积极
性，为他们做好扶贫工作、实现脱贫任务创造
良好条件和环境。

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在湘开展执法检查时， 对我省贯彻
实施水污染防治法、 加强生态强省建设以及
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给予肯定，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好碧
水保卫战等提出明确要求。 我们要深入学习
领会，认真梳理研究指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进
一步扛牢抓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保
持战略定力，凝聚各方合力，共同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奋力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创新治理手段，
健全长效机制，严格监管执法，推动“一湖四
水”系统联治引向纵深。要把解决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聚焦饮用水安全、
黑臭水体治理、重金属污染治理、污水管网改
造等重点精准发力，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下
沉7市州督导作风深入，接触群众广泛，掌握
情况精准，向我省通报的情况客观实在、对症
下药。 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责任担当，围绕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大
打击整治力度，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涉黑涉
恶案件，持续保持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要对
照中央督导组移交的整改问题清单、 问题线
索清单，一项一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 一条一条调查核实， 做到事事有着
落、件件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正本清源，
在深化打击的同时，抓紧做好建章立制、强化
行业监管、夯实基层基础等工作，继续做好宣
传报道工作，努力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扫黑除恶等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贺佳）4月16日
至18日，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蔡威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考察组一
行来湘，专题调研中医药立法、监督及产业发
展情况。今天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在长沙与蔡威一行座谈。

省领导谢建辉、 刘莲玉参加座谈或陪同
调研。

座谈中， 杜家毫欢迎考察组一行来湘考
察指导。他说，湖南是中医药大省，近年来省
委、 省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支持中医药事业
发展系列政策， 加快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

系， 并把中药产业链列为全省20个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大力培育发展。目前，全省基本实
现县县有中医院，九芝堂、千金药业等一大批
中成药制造企业在业内享有盛誉， 中药材种
植已成为重要的扶贫产业、富民产业。上海是
全国医疗卫生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湖南
是中药材资源大省， 希望考察组多为湖南中
医药事业发展传经送宝， 多为上海医药企业
与湖南药材种植基地的对接合作牵线搭桥，
助力湖南贫困山区加快脱贫攻坚， 促进湘沪
两地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 同时期待
以考察组此次调研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湖南

与上海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特别是人大工作的
交流合作。

蔡威说，湖南中药材资源丰富、产业基础
良好， 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许多经验做法值得
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 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 为沪湘两地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大工
作交流合作多作贡献。

在湘期间， 考察组与我省相关职能部门
座谈交流，共同研究探讨中医药立法、监督和
产业发展等工作， 并深入安化县实地考察了
湖南上药公司中药材加工示范基地， 详细了
解中药材种植、研发、加工、销售等情况。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考察组来湘调研
杜家毫与蔡威座谈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施泉江）
今天，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分赴长沙
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张家界市、益
阳市、怀化市等7市开展第二轮下沉督导。

各下沉督导小组抵达目的地后， 迅速
开展相关工作。 在岳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汇报会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
组组长吴玉良指出，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 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
领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和工作紧迫
感，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上来，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
全感。

吴玉良强调，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检
验工作的唯一标尺， 要聚焦发生在老百姓
身边的矛盾问题，在发现线索、查处案件上
下功夫，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以
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要强化部
门协同配合，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
织部门等相关部门单位要齐抓共管， 齐头
并进，形成强大合力，决不能搞成一棒接一
棒的接力赛。要实事求是，认真细致抓好督
导组交办督办案件和线索的核查、办理、回
复工作，层层压紧压实责任，推动专项斗争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在长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会
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副组长马瑞
民指出，要正视专项斗争处于“深水区”“攻
坚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督导重点。 荩荩（下转2版②）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赴我省7市开展第二轮下沉督导

扎根泥土的艺术永具生命力
■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

黄士元工作照（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6版

———记者蹲点见闻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一个村，一个会。阳春时节，习近平总
书记飞赴重庆，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的村，是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名叫华
溪村。它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镶
嵌在群山高山之中。越过千山万水，千里迢
迢来到这里， 总书记就是想实地了解脱贫
攻坚进展情况，看看贫困地区的新面貌。

开的会，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跨省区座谈会。“两不愁三保障”，是贫
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是共
产党人面向世界的铮铮誓言和郑重承
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有保障。聚焦问题，就难点议对策，恰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会不是清谈会，
而是冲着问题来的， 是要实打实地研究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
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
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初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
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在梁家
河，他最大心愿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
到了正定， 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
县”的帽子；在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
飞”的脱贫路。一直到省里、到中央，扶贫这
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提倡钉钉子精神， 这得从我做起
啊！ 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
去抓。”

党的十八大至今， 中国不断刷新的减
贫成绩单令世界惊叹。从2012年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减少到2018年的
1660万，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这
个数字都在变化。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贫
困难题，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倒计时。

众志成城， 越战越勇。 习近平总书记
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
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大山深处的特殊“抽查”

走进老党员、已脱贫户马培清家，已是
下午五六点钟。4月15日这一天，习近平总
书记一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再
转火车、换汽车，翻过一座座山、爬过一道
道梁，一路奔波，来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
益乡华溪村。

雨后初霁，连绵的七跃山郁郁葱葱。华
溪村祖祖辈辈在山脚下的“巴掌田”耕作，
脱贫的步子也慢了些。路上，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了村子的情况介绍： 建档立卡贫困户
85户、302人，其中8户、19人还没有脱贫。

马培清家很热闹。 村民代表、 基层干
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还有已经摘帽的
脱贫户，小院里笑语欢声。总书记亲切地招
呼大家坐下来细细聊。

“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到这里，就是想实
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我
们在奔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
键看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 贫困群众脱
贫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补充了一句，“这次到
重庆来，就抽查你们一个点。”

乡亲们都有一肚子的心里话。 靠帮扶
摘帽的村民汪从兴抢先发言， 他没说两句
就哽咽了。迎着总书记鼓励的目光，他讲述
了自家的故事：两个娃儿上学，母亲重病，
家里曾经穷得揭不开锅。而今，每年1000
多万贫困群众脱贫，他是其中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倾听，不时插话。等
到大伙发言告一段落， 他给乡亲们一条条
梳理“两不愁三保障”的进展。

“咱们国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家都
有补丁衣服。 我也是穿补丁衣服长大的。但
是现在到全国各地去， 包括偏远的山村，大
家穿得都很整齐，铺盖床褥也很少见补丁。”

“再说粮食，我刚才看的两户人家都有
两三个粮垛子，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听说
这些粮垛子装的多是前年收获的粮食，
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过去在陕甘宁
边区，形容年头好是‘耕三余一’。现在你们

‘耕一余三’，一年种的粮食吃个三四年。”
荩荩（下转2版①）

“这件事我要以
钉钉子精神

反反复复地去抓”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共建一带一路 开创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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