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新田县枧头镇云溪欧家村，俯瞰优美整齐的村民新居。该村原是贫困村，近年，在国土资源部扶贫工作组和
县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建住房100户，目前已有70户建成入住。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何昕 摄影报道

声音 长沙市经侦支队
支队长胡志国被查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记者
从市纪委获悉， 长沙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 市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
队长胡志国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
正接受组织审查。

胡志国，1962年2月出生，湖
南湘乡人，函大专科文化。1984年
4月入党，1978年12月参加工作。
曾任长沙市公安局郊区分局雨花
亭派出所所长， 长沙市公安局雨
花区分局副局长、正科级侦察员，
长沙市公安局副县级侦察员、经
侦支队支队长， 长沙县公安局局
长、副县级侦察员，长沙市公安局
天心分局局长， 长沙市公安局经
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等职务，
2016年1月任长沙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 市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
长。 ■记者 王智芳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
乐而乐。” 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对后
世影响至深至远，它阐述了国人自
古至今最为崇尚的忧乐精神。在这
名篇名言的发源地———岳阳，就有
这么一位具有忧乐精神的共产党
员，他在过去的18年里，只专注做
一件事：扶贫。他就是平江县扶贫
办主任，人称“拼命三郎”的叶剑
芝。（详见本报今日A08版）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普遍都怀
有“以天下为己任” 的志向和担
当， 这是中国出仕为官者的基本
抱负， 正是因为将天下之事视为
一种责任，才会有“先忧后乐”这
种精神的延续。历史绵延近千年，
精神传承如薪火不灭。 如果说北
宋时期的范仲淹因对当时的朝政
弊病痛心疾首， 从而上奏“十事
疏”，拉开“忧乐精神”的序幕，那

么如今新时代的共产党干部将扶
贫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则以“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姿态赋予
了“忧乐精神”新的内涵。

“扶贫”是我们在新时期的重
点工作内容， 因为经济发展中的
一些历史欠账， 导致扶贫工作任
务重难度大， 这也相应地对扶贫
干部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在经
济落后的乡镇村， 扶贫需要从最
基本的水、电、路做起，除了想方
设法在资金方面加大投入， 更多
的时候需要干部们身体力行、爬
山涉水，每家每户摸底，再制定扶
贫计划，安排工作。“扶贫”二字看
起来一腔热血、满怀豪情，担当落
实到具体事务时往往能让七尺大
汉累得昏天暗地。事无巨细，缠于
一身，家庭、健康、娱乐，绝大部分
时候都得为“扶贫”让行。每一个

全心全意为扶贫工作奉献的官员
都有对家人的歉意，叶剑芝也是，
当他的妻子生病手术时， 他连去
医院签字的时间都没有， 只能委
托妻姐代签。

做实事的人往往没有什么豪
言壮语， 叶剑芝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再也不能让乡亲们
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这话极
其朴实， 却最能反映出“忧乐精
神” 的核心———为官者理当具备
政治关怀， 而这种政治关怀的实
质就是“与民同忧乐”。之所以范
仲淹的名句被人传唱之余也更令
人敬仰，就是因为它体现的是“以
民为本、以国为重”的价值观。在
新时期的政府服务和共产党干部
的工作中，更应该据此形成“让黎
民百姓皆可安身立命”的责任感，
让忧患意识更为深刻， 让爱国情

怀更为高远。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改

革，我们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保持和弘
扬“忧乐精神”，除了具备“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的淡泊态度，更要有
顾全大局、重视整体和长远利益的
胸怀与格局。不管是在扶贫工作还
是其他工作中，都应该忧民、利民、
爱民，唯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为
民”思想和服务意识，也才能真正
明白“忧乐精神”的内涵。

“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
从封建士大夫到新时代干部，这
种光明磊落和安邦利民的“忧乐
精神”不能中断，因为它不仅仅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 更是共产党人
身先士卒创造和谐社会所依持的
巨大精神力量。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9月13日讯 推进
教育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今天上午，政协湖南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本次会议围绕“推进我省教
育扶贫” 主题协商议政，面
向公众网络直播，并在14个
市州设分会场， 县市区政
协、全省政协委员通过政协
云集中收看直播。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
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乌兰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向
力力、戴道晋、张大方、欧阳
斌、葛洪元、袁新华、胡旭
晟，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出
席会议。

在上午的第一次大会
上，欧阳斌作关于“推进我
省教育扶贫”课题调研工作
及向省委、省政府的建议案
(草案) 的说明。13位政协委
员代表、 基层干部代表、教
师代表和贫困群众代表现
场发言或通过政协云进行
远程协商，就普及农村学前
教育、大力培养公费师范生
等具体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李微微对省委、省政府
为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她指
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持续
跟进推进我省教育扶贫履
职成果的转化落实，推动相
关建议转化落实。 要结合
“三个一”扶贫行动，持续关
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聚焦贫困孩子教育、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乡村学校教学
条件改善等方面，反映新情

况， 帮助推动解决新问题；
充分发挥住湘全国政协委
员的作用，利用全国政协的
平台推动问题解决。要持续
推进“助力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主题活动，
围绕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
重点任务，聚焦产业扶贫等
问题，整合三项职能，加强
三级政协联动，推进履职工
作开展；希望全省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继续
积极参与、积极建言。

乌兰指出，省政协精心
组织开展的“推进湖南省教
育扶贫”调研监督协商主题
鲜明、形式多样，求真务实、
成果丰硕，必将使教育扶贫
工作得到全社会更多关注
和支持， 并取得新的成效。
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
脱贫战略思想特别是教育
扶贫的重要论述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 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把总书记的要求落
实到扶贫脱贫各项具体工
作中。要强化问题导向，以强
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扎实推进
教育扶贫工作， 确保取得人
民认可、 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成效。 希望省政协和各位委
员发挥优势，多做增进共识、
建言献策、凝聚力量的工作，
在推进教育扶贫、 助力脱贫
攻坚中展现更大作为。

在下午召开的第二次
大会上，与会人员还听取了
关于我省教育情况的专题
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
明。 ■记者 陈月红

陈昂昂 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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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忧乐精神”，新的前行力量

十一届湖南省政协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召开 李微微乌兰出席并讲话

推进教育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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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 是扶贫助困的治本
之策。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在今天的
会议上，13位政协委员代表、基层干
部代表、 教师代表和贫困群众代表
纷纷支招、献策。

要精准！
让贫困孩子享受更公平教育

“教育扶贫已不仅是让贫困孩
子‘有书读’，还要让每个学生享受
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

毛学军委员表示， 目前我省在
统筹城乡发展、 体现教育公平方面
存在三个明显“不均衡”，即：办学条
件、教育机会、师资配置不均衡。 他
建议，加强贫困地区学校建设，由省
级财政设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专项资金， 在全省推进标准化学
校建设；由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改
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生活条件。

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扩大免费
定向师范生培养计划。

进一步加强教育扶贫组织
领导和考核

“党委政府作为扶贫攻坚的第
一责任主体， 要进一步落实教育扶
贫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投入、优
化举措、扎实推进。”

省政协委员、 郴州市政协主席
李评建议，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快
推进教育扶贫。 他表示， 目前贫困
户、 贫困村、 贫困县的退出验收内
容、 项目过于笼统简单、 标准也不
高，不利于促进教育扶贫，建议根据
《湖南省教育扶贫规划》， 进一步完
善教育脱贫攻坚监督考聘制度，把
教育扶贫工作成效作为各级党委政
府和相关部门年度综合绩效评估的
重要考核指标。 ■记者 陈月红

委员们踊跃支招献策教育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