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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上午，副
市长彭华松来到市委党校，为青
年干部培训班、科级公务员进修
班、处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和经开
区中青年干部上课。彭华松结
合自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心得体会和邵阳实际，作题为

《践行新理念 建设新体系 圆
梦新邵阳》的辅导报告。

彭华松在报告中说，党的十
九大再次明确提出了要坚持新
发展理念，并就如何贯彻新发展
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了
系统阐述。践行新发展理念，就
要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内涵，
用新发展理念武装头脑，坚决纠
正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动，彻底
摒弃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
发展理念的做法。

我市提出的建设“二中心一

枢纽”，是对邵阳最全面、最科
学、最现实的规划，是全面建成
小康邵阳的关键决策和战略定
位。就邵阳践行新理念，彭华松
阐述了三个重点，一是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这是对人民的庄重
承诺，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
务，到2020年贫困村全部摘帽，
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二是背水一战发展实体产
业，邵阳目前的短板在产业，希
望也在产业。三是持续发力，推
进新型城镇化。

彭华松指出，青年干部要珍
惜岗位，珍惜时光，奋发作为，磨
砺担当，在大时代中彰显新作
为，贡献新力量，才能不辜负组
织的重托人民的期望，不辜负美
好的青春时光。

（杨 波）

践行新理念 圆梦新邵阳

本报讯 “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若不是你们施救，我今天就要
困在电梯里不知什么时候能出
来，移动警务平台真是好样的！”1
月5日下午，曾老握住民警的手
表达感激之情。

1月5日下午17时30分许，
市公安局大祥分局城南公园移
动警务平台接中心指令：宝庆中
路某局有一名老人被困电梯。
民警邓忠杰带领辅警雷建勋、刘
志豪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电梯停
在三楼，门却不能打开，老人就

被困在其中。“老人家，不要怕，
我们是移动警务平台的警察，我
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邓忠杰
一面安抚老人，一面寻求工具救
助老人。经民辅警多处询问，终
于在一楼好心市民家中借到铁
锹，通过半小时的努力，民辅警
成功将电梯门撬开，将老人营救
出来。后经了解，老人姓曾，已
有 80 多岁，今天在局里参加完
活动坐电梯下楼准备回家，不料
遇上电梯故障。

（伍洁 朱卫华 黎洁）

老人电梯被困 民警撬门营救

“从来没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

袁国平 1906 年 5 月 26 日出生于湖
南邵东，1925 年 10 月考入黄埔军校四
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结束
后，袁国平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
大学政治部主任兼三科政委、抗大二分
校校长兼政委等职，为红军培养了大批
干部。

“七七事变”后不久，国共两党达成
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
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毛泽东亲自推荐袁国平担任新四军政
治部主任，他在1938年3月18日给项英
的电报中称赞道：“中央决定派袁国平
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
验亦多。”毛泽东在袁国平离开延安前
专门约他谈话，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
出指导意见。

1938 年 4 月 26 日，袁国平到达安
徽 岩 寺 新 四 军 军 部 ，正 式 就 任 政 治
部主任。在军直和第三支队排以上
干 部 抗 战 誓 师 动 员 大 会 上 ，袁 国 平
即席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场的老战士李岩回忆说：“各种
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
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
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
别受鼓舞。”

“使每一个干部、战士树立远大的理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
开拓者和领导人，在袁国平的主持下，
新四军开过两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一
次是1938年6月中旬的新四军第一届政
治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政治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任务。袁国平作总结报告，
把新四军政治工作基本任务归纳为四
项：“健全党的工作，发挥党支部在连队
中的领导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深
入进行政治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战士
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牺牲一切奋斗
到底的决心；确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健全
政治工作系统”。

1939 年 2 月，袁国平主持召开了新
四军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袁国平在总
结了一年来的政治工作后，强调了中央的
指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
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
一。”会后，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
组织纲要草案》，4月颁布实行，使新四军
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

“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

袁国平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认
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军队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有一次在检查兵站系统工作时，基

层反映岩寺兵站站长生活很铺张。袁
国平严肃指出：“前方同志艰苦作战，流
血牺牲，英勇抗击日寇，而在后方的兵
站同志却奢侈腐败，应严肃处理。”这位
站长后被撤职了。

袁国平认为，腐败就是从公私不分
开始的，从占公家便宜开始的。中央军
委原副主席迟浩田曾回忆：长征途中，
部队连续行军，艰难困苦，袁国平将自
己的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
同行，跋山涉水。

陈毅曾夸奖说：“国平是一个好的宣
传鼓动者，有才干。”在袁国平的指导下，
新四军的文艺战士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并
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袁国平还受项
英的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
作。作曲家何士德后来回忆说：“在新四
军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
是袁国平主任。”威武雄壮、英气磅礴的

《新四军军歌》就这样诞生了。
1941年皖南事变，袁国平践诺了“如

果有一百发子弹，我要用九十九颗射向敌
人，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的誓言，自杀殉
国。

政治开展 经验亦多
──毛泽东亲自点将袁国平

罗志元

本报讯 1月9日，市癌症康复协会
举行 2017 年度工作总结暨全国抗癌明
星、全市抗癌明星表彰会。该协会自
1998 年以来，以“关爱生命、造福会员、
惠及社会”为宗旨，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各
种有益的康复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2017年获评全国抗癌优秀组织，会员邓
梅春、曾春华被评为全国抗癌明星，谢录
云、黄安娜的家庭获评全国抗癌明星家
庭。

市癌症康复协会现有会员 6400 余
名，是我市4A级社会组织。2017年，他

们突出政治引领作用，通过组织党员和
骨干到阳明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召开
优秀党员表彰大会，举行学习十九大主
题党日活动等，激励大家不忘初心，无私
奉献。在加强协会基础建设的同时，广
泛动员会员为建设幸福美丽邵阳出力，
先后组织近300余名会员到市松坡公园
植树，带领全体骨干和艺术团成员到双
清区肖家排社区开展国际“社工日”宣传
活动，主办了第 23 届全国抗癌宣传周

“同一天一起行”健步走活动等。经常性
地开展康复活动和文体竞赛活动，为会

员抗癌注入强大动力。一年来，共举办
专家科普讲座8堂，开展短途康复活动
等14次，组织艺术团演出12场。他们还
争取多方支持，以探望住院患者、慰问困
难会员、发放各界捐赠的救助金和爱心
物资等多种形式，为会员排忧解难，增强
他们与癌魔抗争的决心和勇气。在中康
会和北京爱普癌症基金会主办的全国抗
癌明星个人、家庭、组织的征集评选活动
中，协会认真组织上报9个抗癌明星和2
个抗癌家庭，获点赞、投票达 65000 余
次。 （贺旭艳）

市癌症康复协会唱出坚强好声音

本报讯 1月10日，市政协
党组成员李放文召集市城建
投、住建、电力、路灯管理所以
及北塔区相关单位和部门，就
魏源中路路灯移交以及魏源西
路征地拆迁、杆线迁移等问题
进行调度。

魏源西路项目是市级重点
项目，东起已建成的魏源中路，
西至城市三环线中的邵西大道，
是贯通城区东西方向的主干道，
魏源东路、魏源中路已建成通
车。去年10月31日，魏源西路
正式开工建设。

调度会上，各有关单位和部

门 就 项 目 进 展 情 况 进 行 汇
报。李放文表示，各有关单位和
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紧密配
合，准确把握推进项目建设的工
作重点，落实工作责任，抓紧做
好项目建设各项工作，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有
效解决路灯移交、线杆迁移和征
地拆迁等问题。有关部门要确
保征地拆迁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确保项目建设如期推进。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资料和手续，落实
各项工作任务，加快魏源西路工
程建设，确保在规定时间内早日
建成通车。 （马剑敏）

确保资金到位 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 1月10日，市人民
检察院全体干警面对国旗，举行
宪法宣誓仪式，决心坚决捍卫国
家法律尊严。

当日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
始。首先，由三名法警组成的升
旗队扛护着国旗，迈着有力的正
步，走向市检察院办公楼前的升
旗台；随即，鲜艳的五星红旗伴
着嘹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该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戴华峰作为领
誓人，右手举拳，面向国旗，带领
全体干警集体宣誓。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今天，我面
对国旗进行宪法宣誓，既有作为
检察官的荣誉感，更有作为检察
人的责任感。我一定不忘誓词，
牢记使命，自觉做宪法的守护
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市检察院公诉一科24岁的检察
官付苏燕在参加她职业生涯中
的第一次宪法宣誓后表示。

（袁光宇 张 丽）

市检察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多家生态
养殖企业参加
了 1 月 8 日开
幕的市第二届
特色农产品博
览会。图为参
观市民用手机
拍摄展位中的
可爱竹鼠。

罗哲明 摄

上月28日，隆回县高平镇三星村举行脱贫攻坚暨元旦联
谊晚会，这是该村的第三届元旦晚会。本次晚会由市地方海
事局、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主办，演出受到当地群众
欢迎。图为演出现场。 肖燕 袁进田 王子贵 摄影报道

(上接一版）
去年全市下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生活补助资金 10410 万元，享受免费学
习辅助资料人数196393人。建档立卡的
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 10671 人次，金
额 946.04 万元；中职学生免学费 51778
人次，金额5378.47万元；大学新生入学
补助 876 人，金额 57.15 万元；大学生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总人数9474人，金额
7543.38万元。

动员社会力量扶贫
帮助更多寒门学子圆梦

在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确保资助主

渠道畅通的同时，我市不断拓宽筹资渠
道，大力提高扶贫助学的覆盖面和帮扶
力度。

市二中 2016 届毕业生汤彬出生于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学三年级时父
母双双下岗。从此父亲南下广东务工，母
亲在家待业。

看到父母的劳累和艰辛，汤彬从小
便树立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命运的目
标。考入市二中后，连年获得助学金，顺
利完成学业并以高考656分的好成绩考
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汤彬和
家人都激动不已，但随即他们又开始为

每年8000元的学费发愁。
市二中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教师阳正

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同市教育局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司马莉娜一同帮助她
申请了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社会爱心
人士陶先生也对她进行了学费资助。

像汤彬这样通过社会力量资助的贫
困学生，在全市范围内还有很多。

通过宣传开展泛海助学行动，全市
核定资助人数1644人，资助金额822万
元。按照优先资助特困建档立卡户的原
则，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
项目，受助学生3112人，资助金额10866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