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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琳斌

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比
2009年提高92％，把更多农村低收入
人口纳入扶贫范围，这是社会的巨大
进步。

按2009年年收入1196元这一贫
困线， 我国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占
全国人口总数的2.69%。 按最新标准，
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可能增至1亿以
上。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扶贫工作
的退步：扶了这么多年，怎么贫困人
口反倒剧增？但实际上，正如《政府工

作报告》所指出的，这是社会的巨大
进步，体现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
执政理念。

贫困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
者指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问题还无
法解决； 后者指在衣食无忧的情况
下，教育、文化、医疗等涉及进一步发
展的权利缺乏保障。 一般情况下，随
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绝对贫困者的数量将逐渐减少 。 同
时，由于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低层
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
层次，所以相对贫困也是相对的和动
态的。 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群众总体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政府及时、适度提升贫困线标准，
对保障发展成果尽可能惠及最广大
的群众、 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

盘点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与民生的精神层面密切相关的 “幸
福”、“尊严”、“和谐”等字眼，越来越
频繁地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或可发现一
个多次出现的关键词：“全覆盖”———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全覆盖……这是党和政府长

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带来的
累积效应的逐步显现。

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首要的基
本人权。 大幅度提升贫困线标准，不
但确保人民吃饱穿暖，还着眼于考虑
其在发展方面，即过更幸福更有尊严
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而大幅度扩大能
受益的低收入人群的规模。也只有进
一步分好“蛋糕”，将公共财力和社会
资源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倾斜，不断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总体服
务水平的提高，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才能全面建成惠及更多人民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

张传发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们针对政
府财政预算报告展开讨论。 全国政协
委员、国家电监会原主席柴松岳在谈
到财政预算外资金时表示 ，“预算外
资金”可以有，解决这个资金的必要
性是要公开，要规范。 此观点当即被
全国政协常委、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
打断。 随后，李金华、王玉庆先后加入
“战团”，展开激辩，全程近1个小时。

这场 “预算外资金 ”之争 ，田聪
明、 柴松岳两位政协委员观点交锋。
一场“对垒”下来，让人们进一步看清
“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难点在哪里，治
理的突破口在哪里。

全国两会，是一年一度代表、委员
们“共商国是”的大平台；而有“共商”，
必先有“不同意见”，真理，正是在“不
同意见”的争辩中才越辩越明的。 这类

的观点交锋，有利于深入地探讨问题。
面对同一个严肃的“国是 ”话题 ，你 、
我、他，大家从不同的侧面发表自己的
意见，才能全面把握，辩证对待。

同一个问题， 由于各自立足点的
不同，代表委员们有不同的见解，这是
很正常的。 怕就怕“一言堂”，怕就怕个
别代表、委员“0议案”、“0提案”，怕就怕
有的代表、委员只“吃馒头，举拳头”。 令
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地方两会
还是全国两会，讲真话的代表、委员越
来越多，激辩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

当然，仅有辩论上的观点交锋是
远远不够的。 具体说来，有关“预算外
资金”背后“三公浪费 ”的论争 ，并非
始于今年，如果仅仅是年年 “旧话重
提 ”，那将会 “谈谈而已 ”。 关键之关
键，要有“时间表”，要有“倒逼措施”，
要有制度性的安排。 这样的观点交锋
才更有意义，才更有价值。

■一句话评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3月6日在政协分组讨

论时说，“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作风方面稍微
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 ”

———掌声过后，落实为王。 （广州 王晓涛）
“电信资费已经持续多年下降 ，不能要求

它永无止境加快下降，下降到这个行业没有能
力建设，倒霉的还是消费者。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日前对记者表示。

———电信资费高不高，谁用谁知道。
（湖南 蒙理理）

3月5日，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袁隆平
在接受采访说，他不培养不下田的研究生。 “电
脑很重要，但出不了水稻、小麦；书本很重要 ，
也出不了水稻、小麦。 不下田你怎么知道？ ”

———下田吃苦，研究有谱。 （湖南 钟原）
广州市黄埔区委书记陈小钢近日表示，将

把长洲建成一个文化旅游“慢岛 ”、一个 “适合
都市人发呆”的地方。

———有地方发呆，更多时候就能加快。
（上海 汤琼）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表示，剩女是个
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 剩女多是主动选择
的结果，3000万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
结果。

———剩男问题，确实要重视。 （广西 苑广阔）
武汉钢铁集团总经理邓崎琳表示，2012年

武钢将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
业。 一公斤钢材价格抵不上四两猪肉，这是钢
企向“非钢”转型计划的一部分。

———“钢铁侠”怎么就不敌“猪猪侠”？
（湖南 邵云平）

文/图 陶小莫
吴建国在东莞一家工厂做环卫班长 ，

他攒钱买了私家车代步后， 进厂停车遭行
政主管拒绝。 该主管表示， 老吴作为清洁
工， 公司已经对他够好了， 不应有太高的
要求， 而且打工人员买车也没必要， 工资
还不够油费呢。

清洁工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也过上了白
领们习惯的生活， 有的人就 “不习惯” 了， 这

是对清洁工劳动价值的蔑视。 在一些人的观念
中， 清洁工地位 “卑贱”， 当然不能享受车位。

清洁工能不能进厂停车 ， 不仅是态度
问题， 还是一个能不能让劳动者有尊严地
劳动和生活的问题。 经营者要想改变 “用
工荒” 对企业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冲击 ， 就
必须从思想上保持对劳动者的敬畏和感恩，
发自内心地接受劳动者在经济、 地位上的
进步， 唯有如此才能留心、 留人。

汪金友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
幕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
委主任张平表示，去年全年物价涨幅
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
4%左右的目标。 “作为价格主管部门
的负责人，我要做自我批评。 ”

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也有自我批评的表述：政府工
作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 节能减
排、物价调控目标没有完成 ；征地拆
迁、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
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
烈； 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廉政建设亟须加强。

两会举世瞩目， 能在如此重要的
场合进行自我批评，其坦诚和勇气，是
政府转职能、干部转政风的有力体现。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种自我批评， 让我们看到了背后3
个关键词。

第一是“客观”。 有成绩就说成绩，
有问题就说问题。从社会转型的特点出
发，看待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从改革
开放的全局出发，不躲不闪，迎难而上，
在正视问题中不断解决问题。

第二是“责任”。 正是共产党人的
选择与担当，转化为管理部门的公仆
意识、百姓情怀 ，与人民群众之间形

成了对话机制———倾听愿望和需求，
接受监督与评判，将社会的焦灼点变
成党和政府的着力点，在直面复杂问
题中提升执政能力。

第三是“信心”。 有信心的人迎着
问题走，没信心的人躲着问题走。 “自
我批评 ”丈量着 “理想与现实 ”的距
离，也指明了制度改善 、改革推进的
空间所在，更增添着人们对政府解决
问题的信心。

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
了。 自我批评的最大功效，就是凝聚
信任和力量。

这些自我批评， 有如新风拂面，
赢得社会各界嘉许。 这种将“问题”置
于“脸面”之上的方式，体现的是对公
众权益的尊重 。 其出发点是为实现
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必将赢得最大范围 、最深程
度的信任。

有信任就有力量。 正如胡锦涛同
志所强调的，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
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
们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才会把我们当
亲人。 牢记这个根本，群众的许多“误
解”就会变成“理解”。 在众声喧哗中寻
求到思想共振，就可以上下贯通，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的事业才能生
机勃勃，国家的未来才能更加美好。

大幅提高贫困线是巨大进步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典波 袁杰武

3月10日，经过一天的艰苦努力，
岳阳市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干部高
大力、杨晓强、李维海和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志愿者何大明、 李乾坤，在
岳阳县东洞庭湖东洲芦苇场，共同营
救了一头刚生下的野生小麋鹿。

当日8时， 东洲芦苇场职工胡光
敏在劳动中发现了刚出生的麋鹿，脐
带还带血，身上有血印；小麋鹿重10
多公斤、高约40公分。他纳闷，麋鹿妈
妈怎么没有舔干它的血带走它。如果
让它独自呆在这里，很可能被天敌所
害。胡光敏第一时间告诉了同事张剑
锋。张剑锋辗转找到高大力、何大明。

高大力、何大明闻讯，当即驱车

赶到东洲芦苇场外围，再转租渔民刘
道山的船，行船2小时，于14时到达麋
鹿身边，展开施救。

其时，麋鹿躺在张剑锋提供的棉
被上。看到有人来，它并不感到陌生，
还站了起来。 高大力没说多话，抱着
急忙上船。 渔民刘道山连忙腾出船
舱 ，垫上棉絮 ；给麋鹿喂面包 、八宝
粥。 但小宝宝不吃。

16时许靠岸， 在赶回的路上，杨
晓强在超市给小麋鹿买了250毫升牛
奶、奶瓶，在超市加热。麋鹿吃得津津
有味。

17时30分，麋鹿平安入住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丁字堤管理站。

到记者20时发稿时止，麋鹿宝宝
一切正常。 高大力告诉记者：“今晚，
我和杨晓强、杨成彬3人轮流看护。 ”

在自我批评中凝聚信任和力量

乐见代表委员讨论观点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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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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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彭运良

“灯不亮了！ ”3月5日中午，孤寡
老人尹菊贞冲着隔壁的屋喊了一声，
村支书王同辉闻声，迅速买来灯泡给
尹菊贞换上。 王同辉把尹菊贞接回家
中照顾已经有6年多了， 群众誉他为
“孤寡老人的贴心人 ”、“我们身边的
活雷锋。 ”

“这不算什么 ，我只是做了点应
该做的。 ”王同辉说。这几年尹菊贞白
内障越发严重了，王同辉准备尽快带
她去娄底做手术。

今年92岁的尹菊贞早年嫁入双
峰县印塘乡吴湾村，解放初期曾多次
被村民推选担任妇女主任。 然而随着
1子1女的夭折和丈夫离世，尹菊贞的
生活变得灰暗起来。 改嫁后的尹菊贞
随后夫去了广东 ， 和吴湾村完全脱
离了关系 。 2001年 ， 她的后夫也去
世了 ， 在广东无依无靠 ， 尹菊贞只
有回到老家 ， 居无定所 ， 生活十分
困难。

2005年，村支书王同辉在一次闲
聊中得知尹菊贞老人的困境，萌发了
帮助老人的想法。 王同辉在一处废弃
的房屋里找到了老人， 回到家里，他
把尹菊贞的情况告诉了妻子李东连。

“能不能把老人送到敬老院去
啊？ ” 李东连说。

“村上已经供养了15个五保户，
尹菊贞说来和我们村上已经没有关
系了，我担心有些村民会不同意。 ”王
同辉说。

怎么办？ 夫妻俩都陷入了沉思。
王同辉说 ：“干脆把她接到我们

家里来住吧！ 我们把旧房子打扫收拾
一下，让她住进去。 ”

“那就按你的想法办吧 ，老房子
离家近，平日里的照顾就交给我。 不
过老房子是你们兄弟共有的，你还得
和你兄弟打个招呼呢。 ”李东连也拿
定了照顾老人的主意。

旧房装修一新 ， 装上电和自来
水，购置了日常生活用品。 2005年11
月 ， 尹菊贞老人成了王同辉家的一
员。

王同辉的举动赢得了群众的称
赞，但个别村民说怪话了。 半个月后
的一个晚上，王同辉的儿子给尹菊贞
送饭时发现老人不见了。 原来，因尹
菊贞的事， 王同辉和儿子产生分歧，
家里的争吵被尹菊贞听见了，老人感
到不能再拖累他，于是悄悄地走了。

眼看天色渐暗 ，细雨蒙蒙 ，可外
出的尹菊贞一点音讯都没有。 王同辉
连忙到村里挨家挨户地找，直到凌晨
两点多，才在村外的一处草丛中找到
淋得透湿、冻成一团的尹菊贞。 他和
家里人商量，以后要轮流陪老人聊聊
天，还装上电视，给老人打发寂寞。 每
次出远门，王同辉总反复叮嘱家人要
照顾好老人。

村里人受王同辉一家义举的感
召， 也主动加入到帮助老人的行列。
每逢过年过节，很多村民主动来看望
老人，送钱送物。 全村的党员组长更
是奉献爱心，多次为尹菊贞老人捐款
捐物，解决她的生活之忧。

环科园千人植树庆10周年
本报3月10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罗丹 陶芳芳）今天

上午，长沙市雨花区在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举行3·12义务植
树节暨环科园成立10周年千名志愿者植树活动， 共同植下
一片“绿林”。

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自2002年成立以来，高度重视自然
环境保护，10年如一日，执守“环保产业、绿色园区”理念，致
力于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致力于保护提升自然生态，凭借
“比亚迪电动汽车”和“自然生态环境”两大品牌，园区已成
为长株潭核心区重要的“两型”产业生态新城，2012年2月12
日成功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新能源汽车示范基地”。

活动现场，一片热火朝天。 区委书记周杏武带领区领导
干部共同植下84棵“雨花林”；比亚迪、金杯电缆等30家园区
企业共认领400棵“企业林”；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
94名新疆班学员及8名新疆籍随队工作人员等共同植下了56
棵象征着深厚情谊的“民族友谊林”；千名志愿者还在环科
园绕城高速绿化带共同种植了“雷锋号志愿者林”。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熊学范 杨军）“感谢教育基金的爱心， 我将
更加努力学习，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昨天，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的“爱心2012·温
暖春天”教育基金助困金发放仪式上，区一
中高一西藏班学生央金卓嘎， 用流利的汉
语，表达了她内心的感激之情。

去年8月来这里求学的央金卓嘎，家中有
5口人，父亲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全部收入
仅靠她母亲一人，哥哥姐姐均在读大学，家里
经济拮据。 2000元助学金解了她燃眉之急。

同样感受到爱心温暖的还有白箬铺镇
白箬中学教师王伟华。现年44岁的她去年患
上了乳腺癌，花去了不少钱，不巧的是，她老
公也得了膀胱癌，小孩又在上大学，家庭经
济困难重重。 为了帮助王伟华老师渡过难
关，这次基金会给了她一万元的助困金。

昨天的助困金发放仪式上， 该区共有
660多个贫困师生，获得了教育基金的帮扶，
帮扶总额50万元。成立于1996年的望城区教
育基金，10几年来， 得到各方面爱心资金的
帮助，目前基金余额已有近千万元。

本报3月1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康承贵 ） 娄底市河道采砂
问题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近日到冷水
江市开展专项整治检查 ， 金竹山境
内一艘无证采砂船拒不停止作业 ，
被执法人员强制关停 。 至此 ， 娄底
市 58艘无证采砂船被全部禁止作
业。

娄底市境内有长5公里以上 、集
水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200条 ，
河道采砂区46个， 采砂码头68个，采
砂尾堆242处 ，采砂船191艘 ，其中经
批准发证的采砂船133艘， 无证采砂
船58艘，采砂活动主要分布于资江干
流、资江一级支流 、涟水及涟水一级
支流等河流，年采砂量约50万吨。 无
证采砂船滥采， 造成河床严重下降，

影响防洪安全，改变河水的流速及流
向，破坏水环境，威胁饮水安全，降低
原有取 、排水工程效益发挥 ，国土资
源严重破坏、流失。

娄底市委 、 市政府高度重视 ，
专题研究部署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
作 ， 制定了河道采砂规划 ； 相关职
能部门在禁采区设立了明显标志 ，
各部门联合执法进行集中整治 。 自
去年11月以来 ， 全市开展了12次集
中整治行动 ， 81个单位参与联合执
法 。 截至目前 ， 全市58艘无证采砂
船只被禁止生产作业 ， 17艘在禁采
区采砂的船只被强行带离禁采区， 6
个非法采砂场被取缔 ， 扣押非法采
砂设备7套 ， 拆除动力设备2套 ， 清
理疏浚尾堆60万立方米。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村支书是活雷锋

娄底关停58艘采砂船

刚出生的麋鹿宝宝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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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教育基金50万元帮扶贫困师生

3月10日下午，长
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
旁的“淘淘小吃街”上，
人头攒动， 十分热闹。
然而在小吃街的地面，
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
竹签、塑料袋和一次性
餐盒等。步行街是长沙
市的标志性商业街，直
接影响到城市文明形
象。 记者呼吁，广大市
民应自觉维护公共环
境卫生， 不要乱扔垃
圾。同时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还
市民一个干净卫生的
环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小吃街”
垃圾遍地

中方县“纠纷评议员”巧解村民纠纷
本报3月10日讯（通讯员 杨小辉 廖小叶 张明）在中方

县新建乡四卧龙村村部，怀化市人大代表、“纠纷评议员”蒲
宏刚日前同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 成功调处两位村民因征
地款发生的纠纷。

今年，中方县司法局积极探索民调新形式，在该县新建
乡进行试点，聘请4名市、县人大代表，13名老党员、村干部
担任“纠纷评议员”，在发生较大矛盾纠纷难以调处的时候，
请“纠纷评议员”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司法所提出的纠纷调
解方案发表看法和意见，使之尽可能合法合理。 在今年以来
调处的12起纠纷中，通过“纠纷评议员”的参与，调解成功率
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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