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文教12 2020年12月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杨诚

王清一 陈 勇 刘 娣 颜石敦

脱贫攻坚“1172”工程、扶贫领域“十
大行动”“产业+就业拓展、健康+素质提
升、微服务暖民心”三大工程……近年来，
桂阳县坚持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第
一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第一工作责
任来抓，精准打好帮扶“组合拳”，最大程
度释放政策保障效应，全力以赴打赢脱贫
攻坚战。

目前，该县33个省级贫困村全部出列，
12052 户 29870 名贫困群众如期脱贫。
2016年度、2019年度，桂阳县被评为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县，是郴州市脱贫攻坚期
内唯一获得两次省先进的非贫困县。

全员发动，高站位抓得实
“我的帮扶责任人一个月要来两次，

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和困难，比我的亲人
还要亲。”流峰镇园区村脱贫户罗启连欣
喜地说。

通过建立“领导联点、单位包村、干部
包户、力量下沉、责任上肩”帮扶机制，桂阳
县选优配强126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安排
70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开展结对帮扶。

明确每月 1 日和 15 日为“结对帮扶
日”,开展结对帮扶“半月谈”，做到核好户
情、讲好政策、制好对策、填好手册、实现
好微心愿、搞好环境卫生等六个好。

“要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目标，全面转
变工作作风，全面落实工作责任，真正沉
下去、落下去、严下去，用心用情用力去扶
贫！”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的话掷地有声。

桂阳县坚持领导带头、全员发动，高
规格成立县委书记、县长“双组长”制的县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每年第一次县
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研究脱贫攻坚，

每年第一个全县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脱
贫攻坚，做到第一时间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对脱贫攻坚的部
署要求，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桂阳迅
速落地落实。

同时，制定出台《关于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严格责任追究的通知》《压实责任、包
干负责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市级贫困退出
复核验收、省级实地核查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层层压紧压实县级领导的领导责
任、乡镇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县直行业
扶贫部门的主要责任、派出单位的包干责
任、驻村队员的直接责任和村支两委的第
一责任。形成上下贯通、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责任体系，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合力攻坚。

该县还定期开展驻村帮扶述职点评
与谈心谈话，直面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高标准高质量决胜脱贫攻坚。
今年来，已累计开展谈心谈话3600余人
次，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200余个。

精准施策，多举措帮得准
“没想到在家里也能轻松赚钱！”桂阳

县流峰镇小洑村贫困户陈井利高兴地说，
陈井利因腿部残疾无法干重活，向银行申
请了小额无息贷款 3 万元，在镇党委、镇
政府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指导下，他在自
家楼顶建起光伏发电项目。今年初，陈井
利家的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仅5
个月时间收益3000余元。

陈井利的产业帮扶脱贫只是桂阳县
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该县把“精准”二
字贯穿于识贫、扶贫、脱贫全过程，因人因
地制订脱贫计划。深入推进“一村一业、
一户一工人”“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

奔小康”“精准扶
贫、春风行动”等
扶贫活动，大力
实施“微心愿+微服务”等暖心工程，对症
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把有限的资
源、有力的措施精准投向贫困村贫困户，
确保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老百姓的
心坎上，为群众脱贫注入新活力。

该县紧扣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的脱贫标准和贫困村“一确保两完善”的
退出标准，专门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基础
设施建设基金、易地扶贫搬迁（危改）基
金、教育扶贫基金、医疗救助基金、兜底保
障基金、工作保障基金等7个专项扶贫基
金。共投入扶贫资金 10.5 亿余元，为扶
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兴建、易地扶
贫搬迁、教育扶贫培训等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桂阳县强化项目统筹，2016年
来共投入4.5亿元，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

设，有效解决
贫困群众出行
难、饮水难、看病
难、通讯难、用电难
等五难问题。

投入 1.6 亿余元，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461户1614人，实施4类重
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 3095 户，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1059户，全面实现“人不住危
房、危房不住人”目标。

大力实施“健康+素质提升”工程，落
实“三个一批”及“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
结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100%纳入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范围，100%参加大病保险和扶贫特
惠保，29种大病定点医院集中救治率达到
90%以上，家庭医生签约应签尽签。从源
头上阻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解决
贫困户不敢看病、看不起病的问题。

创新方式，强机制富得了
“我家养了 200 只土鸡，种了 4 亩杨

梅树和 70 余亩南竹，加上产业扶贫奖补
的 4000 元，去年收入达 4 万元以上。”桂
阳县正和镇和谐村贫困户黄洲脸上洋溢
着笑容。这些年，他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帮助下发展产业，2018
年摘掉了贫困帽，生活

越过越好。
“必须把稳定脱贫、防止

返贫作为第一目标，打好产业帮
扶组合拳，巩固脱贫成效！”桂阳县委

副书记、县长朱阳辉说。
该县坚持把产业精准扶贫作为帮助

贫困群众建立“造血”机能、稳定增收长效
机制的关键措施，用好产业扶贫专项基
金，发放 1.856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全力推进产业扶贫项目建设。

先后引进景湘源食品、湘嘉佳药业等
省级重点产业扶贫项目，推行“农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模式，欧阳海米业、太
和辣业等带动1600户贫困户种植富晒大
豆、优质水稻、优质辣椒15000亩，利诺制
药、丹桂园药业等带动1200户贫困户种
植中药材7000亩，形成了“政府搭台、银
行帮扶、企业唱戏、贫困户受益”的互动共
赢格局。

就业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最有效的
途径之一。桂阳县着眼长效抓就业扶贫，
建好用好“互联网+就业+扶贫”平台，建
立就业扶贫基地（车间）34个，2372名困
难群众通过劳务组织派遣、扶贫车间就

业、公益岗位安置、返乡创业吸纳等方式
实现稳定就业。

产品变成商品，才能实实在在的增收
致富。桂阳县把抓好消费扶贫作为促进
贫困户稳定增收的有效举措，大力开展

“消费扶贫、桂阳在行动”“新供销·强三
农·好年货”“芒果扶贫云超市”“桂阳县农
特（扶贫）产品农超对接现场会”等活动，
为近400家农业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
场推广销售农产品2.7亿余元。

通过产业、就业、消费扶贫，在今年疫
情影响下，仍确保全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户户有产业项目、人人有就业岗位、家
家有增收渠道”。

从严监管，促长效盯得紧
桂阳县雷坪镇陈溪村，不少群众围在

村务公开栏前认真看着刚张贴的公示表，
了解低保户、残疾户、五保户享受惠民政
策的情况。

“以前，有些村民总觉得村干部把享
受惠民政策的人‘藏着掖着’，有以权谋
私、优亲厚友的嫌疑。现在公示表上一目
了然，谁也没有闲话。”村民邓大松说。

今年3月，桂阳被省纪委选定为全省
5 个探索实施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试
点县之一。该县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推动分类分级督促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出台扶贫领域

“一县一清单”制度。财政、审计、农业等
部门联合成立督查组，对全县村级财务审
计情况进行督查，发现 16 类 87 个问题。
督查组督促相关单位重新规范财务公开
事项，逐笔细化，甚至相关附件也要公开，
让群众参与监督扶贫政策落实全过程。

同时，借助“互联网+监督”、政府门
户网等平台，将惠民资金的来源、分配机
制、分配结果全程公开，确保应享尽享、部
门清楚、群众明白。

桂阳县还成立 22 个脱贫质量“回头
看”工作指导组，督促各乡镇（街道）开展

“回头看”工作，“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
户、建档立卡以外的特殊困难户”入户核
查率均为100%。结合扶贫领域“一季一
专题”专项治理，对全县扶贫领域 3 大类
21小项61个具体问题实行长期监督和跟
踪检查，确保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资金和
项目管理、社会大局稳控“三个到位”。

今年来，全县发现问题165个并全部
督促整改到位，追缴资金 137 万元，退还
群众资金 92 万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作风保障。桂阳扶贫领域监督“一县一
清单”典型做法在全省广泛推介。

桂阳：精准打好“组合拳”决胜脱贫攻坚战

桂阳县方元镇
百香果成了当地贫
困户“致富果”。

欧阳常海 摄

桂阳县推行
“农业合作社+基
地 ＋ 贫 困 户 ”模
式，带动贫困户种
植中药材。

黄民乐 摄

桂阳县流峰镇家庭光伏发电“照亮”贫困户“脱贫路”。 陈勇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通讯员 覃秦铃

12月1日下午，省委党校东区教
学楼702教室内，第59期中青班“驻
村入户”体验式培训活动总结交流会
在这里举行。学员们表示，此次体验
式培训是一次砥砺初心、淬炼党性的
思想洗礼和社会实践，必将让人受益
终身。

根据教学安排，11月16日至20
日，第59期中青一、二班全体学员分
成10个党（学习）小组，分赴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龙山县、永顺
县，邵阳市隆回县、邵东市，郴州市宜
章县、汝城县、临武县等10个县市的
乡村，开展“驻村入户”体验式培训。
期间，学员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民意、问民需、体民忧、解民急，用双
脚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

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来到
汝城县沙洲村，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天元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喜兰
感悟到了坚持的力量、承诺的力量和
淳朴的力量。她表示，把中青年干部
放到农村去，既是帮助基层，又是培
养干部，把党的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

“简单地开一个座谈会是很难了
解到真实情况的，这次跟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真正全身心融入农村，心
无旁骛地入住下来、扎根进去，确实
有现场感、有新收获。”省委宣传部理
论处处长殷晓元说，只有距离足够
近，才能切实了解到农村农业农民的
真实现状，抵达基层、融入百姓应成
为领导干部的一种常态。

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在油菜地里
挥汗如雨，在椪柑基地采摘装筐……
回忆起驻村入户的宝贵时
光，衡南县委副书记蒋崇华
表示，从群众客气有
余、交流不多到依依
不舍送别的过程，让
人更加体会到深入
一线才能了解真情
况，“双脚带泥”才能
听到真心话，汇聚民
智才能解决真问题。

“心系群众鱼得

水，背离群众树断根。”省政务管理服
务局副局长刘琦说，只有丢掉“官
气”，沾点“土气”，承接“地气”，才能
把各项工作落到田间地头，落实到群
众心坎里，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营养
和蓬勃向上的巨大能量。

衡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卫
华曾长期在贫困乡镇工作，他说，参
加此次培训活动，自己仿佛又成为了
村里的普通一员。他表示，此行思想
触动很大，党性认识很深，收获满满，
对今后的工作大有裨益。

探寻、陪伴、沉淀、挥洒、碰撞、收
获，新田县委副书记易先平将驻村入
户的感悟归纳为 6 个关键词。他表
示，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把问题带
进课堂、写进备忘录，坚持问题导向，
将理论付诸于实践、行成于实践。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娄底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熙明说，驻村入户是难以
忘怀的一课，经过5天紧张而又幸福
的时光，进一步坚定了为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奋斗的信念。

带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调研题目，省司法厅办公室
副主任夏唐凯在驻村入户“解剖麻
雀”的过程中，深感当地脱贫攻坚和
产业发展的基础还不是很牢靠，制约
着村里进一步发展，这一现象须引起
高度重视。

“体验式培训虽已结束，但它给
大家带来的影响和启示应该是长期
的、深远的。”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
院）副校（院）长胡凯波在总结点评中
寄语学员们以此为契机，继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保持密
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切实担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30年前，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一
经推出，便洛阳纸贵，名震海内外，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作者唐浩明先生一
直是畅销书榜单上的常客；30年时光更
迭，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浩明“长
篇历史小说”系列 30 周年流金纪念版，
首次在国内亮相。

11 月 28 日，唐浩明“长篇历史小
说”系列 30 周年流金纪念版读者分享
交流会在长沙举行，湖南省作协名誉
主席唐浩明、《曾国藩》初版责任编辑
朱树诚、岳麓书院教授李兵共同回忆
当年创作、出版的点点滴滴，现场人
气 爆 棚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读 者 共 聚 于
此，聆听书里书外的创作故事和人生
智慧。

畅销近千万册，影响了几代读者
“自初版到现在，《曾国藩》畅销了30

年，已销售近千万册。”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长曾赛丰说。

1990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曾
国藩》初版。“一面世就引起极大轰动，一
时间洛阳纸贵。”《曾国藩》初版责任编辑
朱树诚回忆。谈及 30 年广受欢迎的原
因，朱树诚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
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唐浩明先生的《曾国
藩》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
人处世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
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在史实的基
础上，对事件描述、情节细部作了恰当的
虚构，使曾国藩这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
人物的生平，重现在读者面前，使得曾国
藩制胜的兵法、治军行政的方针、独特的
处世哲学、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都
在书中得到精彩的体现。”

《曾国藩》受到了各行各业读者的欢
迎。《芙蓉》杂志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副

社长陈新文认为，30年来，这部书影响了
包括当代年轻人在内的无数读者，成为
一部长盛不衰的经典历史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崔灿介绍，
30年来，《曾国藩》获评首届姚雪垠长篇
历史小说奖，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小说，
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 10 本书及
中纪委推荐干部必读书目。

“这本书出版时，我还在上大学。因为
图书的火爆，到处都买不到这本书，连图
书馆的藏本也借不到。”李兵回忆起自己
与《曾国藩》的阅读故事，“我的儿子也是
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他从8岁起就开始读

《曾国藩》，如今书的封面都翻破了。”

根据读者意见勘校润色，
30周年流金纪念版亮相

首次出版后的异常火爆，导致市场
上出现了大量五花八门的盗版，出于商
业利益，有些版本刻意淡化原作的文学
属性和书中人物的道德修为，片面强调
权谋伎俩。《曾国藩》30周年流金纪念版

责任编辑苏日娜回忆说，这些版本对读
者有误导，也背离了作者创作初衷。“很
长一段时间里，唐浩明先生对此感到苦
恼。我们决定做一个新的版本，让《曾国
藩》安静地回归文学本身。”

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唐
浩明“长篇历史小说”系列30周年流金纪
念版。湖南文艺出版社将30年来收到的
社会各界人士对小说的评价反馈给唐浩
明，他综合各方意见，对书中内容作了逐
字逐句的勘校，并增加了数处人物心境与
细节的描写，情节更加合理丰富。

“这套书做出来，正好是《曾国藩》出版
30周年。我们想用这套流金纪念版，给多
年来喜爱这部书的读者送上一个纪念礼
物。”曾赛丰说，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同时出
版了《杨度》《张之洞》。至此，唐浩明全部长
篇历史小说系列流金纪念版均已出版。

此次分享会上，唐浩明还向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文学社团
赠送了图书。他说，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

《曾国藩》，走近曾国藩，回归长阅读。

畅销30年，销售近千万册，影响几代读者——

唐浩明《曾国藩》30周年流金纪念版出版

湖南日报12月 1日讯（记者 蒋剑
平 通讯员 贺旭艳）11 月 28 日，由邵阳
市资江潮文化公益协会、长沙市邵阳商
会共同举办的“资江通海·辉耀星城”书
画作品公益展在长沙中隆国际大厦开
幕，为寒冬的星城带来文艺的清新气息
和公益活动的阵阵暖流。

近年来，邵阳美术书法艺术得到长足
发展，创作队伍成为我省的一支文艺劲旅。
据悉，这次是邵阳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书画艺术家首次集体亮相省会长沙，谭仁、
陈白水、阳先顺、佘焕晟、夏瑜璐、刘铁臂、
范晓亮、刘建平、马文新、李逸峰、曾伟子、
李炯峰12位中国美术家（书法家）协会会
员奉献了精心创作的200余幅书画作品。

主办方介绍，这些作品由艺术家为家
乡公益活动精心创作，观者可现场认购，
所得款项用于在邵阳市开展文化公益活
动。展览得到在长邵商、社会贤达等各界
人士的大力支持，开幕当天，前来赏书画、
献爱心者络绎不绝。在长沙经商的邵阳人
杨利君购买了著名山水画家阳先顺的一
幅山水画后，非常开心。他说：“我既以较
低的价格买到中意的艺术品，又为家乡的
公益事业尽了绵薄之力，觉得很值！”

据悉，此次公益文化活动是邵阳市
“资江通海”系列文化公益活动的第二站，
首站于2019年1月在深圳市举办。展览将
持续到12月7日。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单明海)近日，宁远县
仁和镇永兴村党员活动室灯火通
明，当天的党支部大会无一人缺席。
79 岁的老党员江旺徳深有感触地
说，以前，党员要领“误工费”才来开
会，现在，大家增加了党性意识，主
动参加支部会议、活动，义务服务乡
村发展。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两个月前永
兴村有村民向镇纪委反映，村里给开会
的党员发误工费。镇纪委立即开展清
查，发现情况属实。于是，责令该村党员
将领到的“误工费”退还给村集体。

村里的一些党员说，开会耽误
大家干农活，发误工费已是多年的
惯例。村支书徐干远也向镇纪委解
释，这是给每个参会党员发放的每

天40元的误工补助。
对此，镇纪委给党员们上党课：

《党章》规定，党员有义务参加组织
活动。给党员发放误工费，组织生活
就完全变了味，也是违规违纪行为。
而且，如果党员连开会都要发误工
费，还谈什么先进性？又怎么去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服务群众？

终于，全村党员认识到了错误，
近 3000 元“误工费”日前已如数退
还到村集体账户，用于支付村保洁
员的工资等日常开支。

清退“误工费”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
燕娟 通讯员 蒋伟）日前，经省委批
准，省纪委监委对常德市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
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谭本仲违反政治纪律，进
行串供，伪造、隐匿证据，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
礼品礼金，公款大吃大喝，盲目上项
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违反

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
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任
人唯亲、排斥异己；违反廉洁纪律，
以打牌的方式大肆敛财，搞钱色、权
色交易；违反群众纪律，充当黑恶势
力“保护伞”；违反工作纪律，肆意插
手工程项目建设，违规干预司法活
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
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项目开
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
收受巨额财物。

谭本仲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
初心使命，毫无纪法意识，贪得无厌，
生活糜烂，德不配位，与私营企业主
勾肩搭背、亲清不分、甘于被“围猎”，
通过肆意插手工程项目疯狂敛财，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在
党的十九大后不知敬畏、不知止，性
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
据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党
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石门县委原书记谭本仲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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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砥砺初心淬炼党性
的社会实践

——省委党校中青班“驻村入户”体验式
培训活动总结交流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