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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传达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杜家毫讲话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出席

更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要紧扣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节点要求，
加强规划对接和顶层设计， 科学确定我省推进乡村振
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和方法路径，走城乡融合发展、共
同富裕、质量兴农、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文化兴盛、乡村
善治和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1月2日上午， 省委召开
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分别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
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 省政协主席李
微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传达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讨论
稿)》和汪洋副总理在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省领导陈向群、傅奎、黄关春、
黄兰香、王少峰 、 蔡 振 红 、
谢 建辉、 张剑飞、 黄跃进、
韩永文等出席。

推进乡村振兴
当前的核心是脱贫攻坚
杜家毫指出， 前不久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
对新时代“三农”工作和乡村
振兴进行谋篇布局的历史性
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
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
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目
标任务，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三农”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 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
和汪洋副总理的总结讲话，
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
指导性和针对性很强。 各级
各部门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
际，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提高政治站位， 树立全局眼
光，准确把握“三农”工作新
的历史方位， 深刻领会党中
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
意义和战略意图， 更好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杜家毫强调， 要把实施

视
点
“当年她养我女儿们的小，如
今 我们 养她 的 老， 天 经地 义 。”
2017年12月18日下午， 在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文艺新
村社区，81岁的孙锦秀老人见到
记者时说。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
孙锦秀和家中保姆王秀英在一起
生活了近55年。 王秀英今年101
岁，被孙锦秀奉为“母亲”。（1月2
日《人民日报》）
人世间总会有一些温情的故
事让人感动，孙锦秀与家中保姆王
秀英的故事就是如此。面对一位为
家里服务了几十年的保姆，在她孤
身一人、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孙锦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
振兴道路。 要紧扣中央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节点要求，
加强规划对接和顶层设计，科
学确定我省推进乡村振兴的阶
段性目标任务和方法路径，走
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质量
兴农、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文化
兴盛、 乡村善治和中国特色减
贫之路。推进乡村振兴，当前的
核心是脱贫攻坚。 要把提高脱
贫质量放在首位， 把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作为重点， 把激发贫
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
力作为根本举措，科学确定脱
贫摘帽时间，强化脱贫攻坚责
任和监督， 既不降低扶贫标
准，也 不 吊 高 胃 口 、 搞 层 层 加
码， 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 。要全 面 梳 理 对 接 、 用 好 用
活用足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政策举措，切实把政
策机遇和红利转化为发展动
力和活力。

抓紧制定我省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杜家毫强调， 要把党的领
导贯穿“三农”工作始终，建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机制和
实绩考核制度， 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着力加强“三农” 工作队伍建
设。当前，要抓紧制定出台我省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意见， 组织开好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 扎实做好脱贫攻坚有关
工作， 抓好冬春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和冬季农业生产， 用心用
情做好春节期间农村困难群众
慰问帮扶工作， 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传递到群众心坎上。
■记者 贺佳 刘勇

示范性公厕现长沙
1月2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圭
塘河生态景观区(香樟路段)示范性
公厕建成并对外试开放。 该公厕作
为长沙5座示范性公厕之一， 面积
约120平方米，内部设有双亲子间、
母婴间、 残疾人卫生间等功能性区
域，硬件设施配备有中央空调、除臭
设备、热水器、电动门、音响、吹风
机、饮水机等，还可提供免费WIFI。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三年投入23.5亿 贫困学生15年学杂费全免

凤凰近5万学生享受免费教育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
为了让农村孩子都能“有学
上”“上好学”，三年来，凤凰县投
入23.5亿元实施城乡教育布局调
整建设工程， 推进农村学校标准
化建设， 发放多种隐性或显性困
难补贴……截至2017年秋季，有
近5万名农村户籍学生及城镇低
保户子女、残疾儿童、孤儿享受免
费教育。

贫困学生15年学杂费全免
2017年秋季开学，12岁的龙
芃璎终于如愿进入了她梦寐以求
的思源实验学校。 小璎出生在凤
凰县筸子坪镇大田村， 从村里到
县城要转3趟车，近2小时车程。为
了维持生计，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学校免费提供中晚餐、床上
用品、校服，还给每个农村学生每
年200元的交通补贴。” 思源实验
学校校长彭南平介绍。 小璎只是
千万受助贫困学子之一。
2016年，凤凰县全面实施贫
困学生资助全覆盖政策， 对贫困
学生学前至高中（职中）阶段15年

免费教育。据了解，该县对贫困家
庭学生按每人每年 1500元 标准
免除学前保教费； 高中每人每年
1600元标准免除高中学杂费；建
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城乡低保户
子女、孤儿、残疾儿童按学前、小
学、 初高中、 中职学段分别给予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生活补贴。
凤凰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杰东
告诉记者，从2017年秋季开始县
财政再拿出1700万 元对 全 县所
有农 村 户籍 学生 及 城乡 低 保 户
子女、孤儿 、残 疾儿 童免 除 小学
初中 阶 段 的 教 辅 资 料 费和作业
本费……仅2016至 2017年 春季
学期， 该县累计发放各类资助款
7140.338万元， 惠及学生77491
人次。

骨干教师争着去村小
凤凰是国家级贫困县， 县内
共有305所学校，许多都在偏远乡
镇和苗族村寨，教育设施落后，教
学质量参差不齐。

从2013年开始，凤凰县先行
先试 出 台农 村教 师 津补 贴 制 度
相关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
艰 苦 边远 地区 工 作的 教 师 实 行
倾斜政策，根据学校的偏远和艰
苦 程度 ， 预算 安 排 了 教 师 津 贴
1260万元。村小教师最少可拿到
800元/月/人， 最高可拿到1400
元/月/人， 部分教龄长的村小教
师年收入近6万元。
“实施津补贴之后，大家都争
着去村小， 越是偏远的村小竞争
就越激烈。” 原三拱桥学区校长
说，2013年秋季开学前， 该学区
共有20多名教师参与了竞聘，最
后6名骨干教师下到了村小。龙卫
星老师原是三拱桥乡中心小学的
政教主任，却放弃“领导”职务，也
竞聘去了该乡最偏远的村小之一
茶山村小。
三年来，该县投资23.5亿元，
大力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
城乡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完成了
1所职业中专、4所中学、36所 中
心完小及40所村小合格校建设，
新增城区学位7800个……”杨杰
东介绍， 凤凰县中心完小以上的
学校实现了食堂集中供餐， 并全
面消除D级危房、“大通铺”现象。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麻正规 唐金生

感恩与回报，最质朴的人性美
毅然决定将她留下，换成自己来照
顾高龄的保姆，一句
“
当年她养我女
儿们的小， 如今我们养她的老”，朴
实却震撼人心，让人感动不已。
记得香港导演许鞍华曾经拍
过一部名为《桃姐》的电影，故事
讲述 的 就是 一名 保 姆在 雇 主 家
“服役”60年， 中风后被少爷反过
来照顾的故事。 孙锦秀与王秀英
的故事堪称现实版的“桃姐”，饱
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以及
尊严。 我们常常会感慨，“富了口
袋，瘪了真情”，当真心实意逐渐
稀缺，人的内心趋于冰冷和倦怠，
哪怕是血缘亲情都有可能淡漠疏

远，更何况没有亲缘关系的主仆？
这种真情的互相扶持与回报，如
同一场润物无声的细雨， 将生命
的意义、传统人际关系的内涵，呈
现在我们面前。
丝丝人性温暖是我们生活于
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安慰。 在孙锦
秀与王秀英的故事中，体现的不仅
“
真情互换”，还有
“
不能丢下这
仅是
位孤寡老人不管”的一诺千金，更有
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下一代的孝顺
观的家教理念。在孙锦秀的影响下，
她的子女们都对王秀英非常好，尽
心尽力地给她养老，这实际上就是
在善良人性滋养下诞生的家庭文

化财富，同时也能成为一个社会重
诺践行的参照。
从
“
熟人社会”走出的中国人，
对现代社会的感觉往往如同一支
冷光灯，因此寻找温暖也就成了我
们不自觉的举动，在寻找的过程中，
我们有过失望、有过怀疑，甚至觉得
这个社会太冷冰，没有可靠可信者。
近年来，一些极端事件更是将这种
怀疑与失望推向极致， 如发生在
杭州的
“
保姆纵火案”、杀害老人的
“
毒保姆案”，这些将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推向岌岌可危境地的事件无
疑让社会蒙上一层阴影， 但人性
是不会沦丧的， 它必会在某个时

候、某个地方，以它特有的温情闪
烁出耀眼的光芒， 更会以此来重
新播撒信任的种子。
纯粹的人，纯粹的爱，纯粹的
真情，无论是影片《桃姐》，还是现
实版的“桃姐”王秀英，都如同在
文火慢炖的心灵鸡汤， 宽慰着这
个迷失的社会。 如果说王秀英是
一个原始质朴的符号， 那么孙锦
秀及其子女对王秀英的回报与照
顾则代表着社会本真的良知，在
这个忙碌的世界， 他们以行动告
诉世人，怀一颗感恩的心，实施一
场爱心回报， 就是人生最神圣的
宗教。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