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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 今天，省委
召开市州及省直行业系统党 (工)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现场点评并讲话。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揽，以服务中心大局为目标，以提高
组织力为重点， 以建强基层骨干队
伍为根本，以强化责任为保证，进一
步强化问题导向，注重改革创新，不
断提升全省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
平。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省
领导陈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
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
辉、张剑飞，以及中央组织部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
会上，14位市州委书记， 以及

省直机关工委、 省委教育工委、省
国资委党委、省委“两新”工委负责
同志分别述职。大家实事求是总结
了过去一年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做
法和成效，深入剖析了存在的问题
和原因，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打算和
具体措施。

在逐一点评大家的述职报告
后，杜家毫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
各级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更
加自觉、 服务中心大局有力有为、
党内政治生活日趋严格规范，基层
骨干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保
障水平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以服务中
心大局为目标，准确把握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要坚持以建强基层骨干队伍为
根本， 建立基层骨干队伍动态调整
机制， 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发现干
部、考察识别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的
主战场，加强教育培训，注重管理监
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建设一支政治坚强、本领胜任、作风
务实、自身过硬的基层骨干队伍。要
坚持以强化责任为保证， 各级党委
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不断强化责任传导和考核问责，推
动基层党建责任有效落实。

■记者贺佳孙敏坚

6岁开始研究软件，8岁自主
研发云计算平台，14岁被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录取……近日， 有媒
体这样报道了山东莱阳市第二实
验中学初四学生李向楠的事迹，
引发网络热议， 李向楠也因此被
冠以“神童”的称号。但是很快，各
方的质疑也随之而来。11日晚，莱
阳市教育体育局在微博上发布调
查处理情况：因核实不严，导致12
月1日发布的“莱阳第二实验中学
李某某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功
签约” 为失实消息。（12月12日
成都商报）

对于李某某炮制的一系列
“荣誉”，其实早就有人质疑：如李
某某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通知
邮件为中文书写， 且发件人均为
“David�lee” 同一人， 收件人则为
“我自己的邮箱”。又比如，关于李
某某获得的“亚太经合组织举办
的ACPC国际大赛”二等奖，证书

上的颁发机构却是WTO（世界贸
易组织）。再比如，所谓麻省理工学
院的电子版签约合同的最下方显示，
一式三份的合同除学生和学院各保
留一份外，“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也将
保留一份”。这些极不规范、漏洞百出
的细节， 很难让人相信其真实性，但
偏偏， 当地教育部门选择性无视，硬
生生将一个注水“神童”推到台前，最
后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事后莱阳市教育体育局宣传
处回应称， 网传稿件系莱阳教育
系统宣传员所写， 初衷就是想说
明这个孩子比较优秀，电脑有一定
的水平， 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特长，
并多次强调是“宣传需要”。“宣传
需要” 这一说法显然别扭而生硬，
估计也是出于无奈而勉强找的一
个说辞，但从中不难看出教育的急
功近利，从莱阳第二实验中学上报
“神童”， 到教育部门推广宣传，再
被真相打脸，这一过程明明可以更

加审慎一些，以避免信息审核不严
而出洋相，却因为“李某某之所以
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是得益
于市教体局近年来全面加强科技
教育”之类的宣传需要，炮制了一
个假神童，不得不说莱阳教育体育
局实际上就是栽在了自己的好大
喜功和不切实际上。

这起“神童”反转的事件戳破
了一个有关神童的幻梦，而这个幻
梦曾捆绑了学校、老师、当地教育
部门，让不少人为之“背书”，最后
却闹了个大笑话。目前“神童”李某
某已经有一周没有到校上课了，想
必也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但这
种尴尬和压力却无法让舆论之声
因此而平息，相反，更多的声音在
追问，为什么我们长期陷入“神童”
的饥渴与兴奋中久久无法自拔，在
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对这种奇
迹式的幻梦投入了太多的期盼，以
至于孩子从我们身上复制了这种

幻梦色彩进而迎合成人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神童” 传说

往往更为脍炙人口：骆宾王七岁赋
诗、甘罗十二岁拜相、周瑜十四岁
做水军都督……这些故事常常成
为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乃至整个
社会的“鸡血”，推动着他们在“神
童” 的崇拜和追求道路上勇往直
前。曾经的大学“少年班”满足了不
少人对“神童”的期待，而当教育焦
虑不断升级，同时功利性操作也如
影随行，于是出现了造“神童”的集
体行为。这就如同一根链条，将孩
子、家长、学校、教育部门乃至媒
体、 宣传机构都绑在了一条绳上，
共同配合着演出这场大戏。

“神童” 毕竟只是极少数，可
遇不可求，退一步说，即便可求，
也不可能是在造假、 吹嘘的基础
上求来的，还是脚踏实地，因材施
教，切实把教育做好吧。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2月12日讯 今天
下午，省委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
作风建设重要批示精神。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抓住“关键少数”，联系
思想工作实际， 认真查、扎
实改， 持之以恒抓作风，以
改革发展成果彰显作风建
设成效。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
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
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以
及各市州委书记、 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

杜家毫指出， 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批示， 一针见
血、切中时弊，内涵丰富、要
求明确，是对“纠正四风不
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的再宣示再强调，是对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再
动员再部署。解决“四风”问
题、加强作风建设，任何时
候都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
的念头。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 不断增强持之以
恒抓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
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
会总书记批示的精神实质和
核心要义，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 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
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锲而不
舍刹歪风、驰而不息扬正气。
要结合即将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理想信念
上正本清源， 坚定自觉地转
作风改作风。

杜家毫强调， 要紧密
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切
实以好作风确保好效果 、
以好效果检验好作风 。各
级党组织要结合年底召开
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 把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 转作风改作风情况
作 为对 照 检查 的重 要 内
容，认认真真地查、扎扎实
实地改。 组织部门要把加
强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贯彻到组织工作
的各个方面。 纪检监察机
关要坚持挺纪在前， 加强
监督执纪问责。 要围绕整
治文山会海、 严控考核评
比、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宣
传报道、 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等方面， 特别是针对表
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
差等突出问题， 拿出过硬
措施， 从根源上拔除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集中精
力做好当前工作， 以钉钉
子精神抓好既定决策部署
的落实落地， 确保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以
改革发展成果彰显作风建
设成效。

杜家毫指出， 要突出抓
住“关键少数”，充分发挥领
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作
风建设好不好，关键看领导。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
行、 以上率下， 带头转变作
风，从群众感受最直观、迫切
需要解决的事情做起， 从群
众普遍关注、 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改起，形成“头雁效应”。
尤其是省级领导同志， 要带
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作风建设上为全省党员干
部作表率。

■记者 贺佳 孙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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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神童”幻灭是功利教育下的“蛋”

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杜家毫要求

认真查扎实改，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杜家毫在全省市州及省直行业系统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上强调

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发现干部的主战场

12月12日，长株潭城际铁路先锋站西广场建成开放，市民换乘地铁、公交将更便捷。其东广场将停止使用。
长株潭城际铁路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