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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我出生在
湘西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山村只
有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泥巴路
多，石板路少，有时两个人相向走
来，要侧身才能过去。村前有一条
小河，小河上有座简易木桥，人走
在上面就咯吱咯吱地响。一到冬
天，桥上结了冰，过桥时总让人心
惊胆颤。多少年来，村民们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这座简易
的桥上——桥那边有我们的田
地、集市、学校……

我上初中之前一直住在村
里，曾听说过，也曾目睹过发生
在这座木桥上的许多悲剧。这些
悲剧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难
以忘怀。那时候乡亲们最大的梦

想，就是能有一条通向外面世界
的平坦大道！

我读初中之后，随着通乡通
村公路的建设，尤其是国家精准
扶贫、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战略的
实施，农村面貌开始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村里的泥土路变成
了砂石路、水泥路，小河上的木
板桥也被钢筋混凝土桥所替代，
行人行车畅通无阻，再也不用担
心下雨路滑、天寒桥冻了。乡亲
们充满信心与希望地走在致富

奔小康的道路上。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交通

学校，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山村。
我第一次见到了一马平川的高速
公路，宽阔平坦的城市大道，还有
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外面的
世界让来自小地方的我惊奇不
已。我由衷地为我们的国家、我们
的时代感到骄傲和自豪。

再后来，我回到家乡的小县
城，跟我的父兄们一样成为了一
名公路人，为建设养护家乡公

路，守望乡亲们的幸福梦而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现在，每到周末或节假日，
我和丈夫常常会带上孩子驾车回
家乡的小山村看看。映入眼帘的
全是光洁如镜的通村水泥公路，
犹如一条条蜿蜒在青山绿水间的

“玉带”。走在坚实的钢筋水泥桥
梁上，看桥下碧波荡漾、两岸郁郁
葱葱，听路上过往乡亲的欢声笑
语……好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童年时看不到希望、望不到出路
的贫困偏远小山村，俨然已成为
我逃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享受
静好岁月的心灵归宿。

相信家乡的明天会更美好！
（苏晚菊，任职于武冈市公

路建设养护中心）

家 乡 的 小 路
苏晚菊

我的党龄有 27 年了。27 年
来，在党的培养与关怀下，我取
得了“很多”成绩，获得了“很多”
荣誉。

我 1990 年 12 月入伍，在浙
江某部常年山风肆虐的军营，站
岗放哨十多年，两次荣立三等
功，两次获得团嘉奖。1996年，我
在回家探亲的途中，突遇两名歹
徒持刀抢劫。身穿绿军装的我勇
敢地冲上前，以军人的威严吓退
歹徒，保护了群众，过往路人拍
手称快。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
报道了我“吓退歹徒”的事迹。该
报记者谷任红还来电表扬了我，

说我是个好党员、好军人。还记
得 1998 年，我咬破手指写下血
书，请战到江西九江抗洪抢险。
抗洪抢险中，我和党员“突击队”
战友们手拉手筑起“生命之堤”，
头顶烈日，背上的皮晒破了几
层，肩上磨出了血泡，几次晕倒
在抗洪大坝上；在“战斗”间隙，
我发表了几十篇报道部队英勇
抗洪抢险事迹的稿件，后被评

为 “抗洪抢险”勇士。
2002年转业后，我被分配到

洞口县总工会。我虽有军人干事
的热情，但工会工作还是知之不
多，为此，我诚恳地向单位老同
志请教、学习，一边认真学习掌
握理论，一边深入实践，业务水
平很快得到提高，从一个工会

“门外汉”变成一个“小专家”。我
连续15年被市总工会评为新闻

宣传先进个人，还曾被省总工会
评为“金牌信息员”“核心信息
员”。2015年至2017年，我连续3
年获得全国工会新闻奖。今年，
我再一次获得全国工会新闻奖。

在疫情期间，我以军人的作
风和战斗精神，战胜自身疾病带
来的困难，勇敢奋战在抗疫一
线。白天防控疫情，晚上我紧握

“笔头”，前后写出200多篇新闻
作品。后来，我被邵阳市委、市政
府评为“最美抗疫人”“邵阳好
人”，我的家庭也被评为“湖南省
文明家庭”。（王凤宝，任职于洞
口县总工会）

党培养我成长
王凤宝

周玉清

国士平凡，一生只做增粮
梦；稻香超级，千载长留盖世功。

邹宗德

马年拜见先生，忆魏源故
里、雷峰基地，饱腹谢深恩，肺腑
衷言，倾吐于这两行联句；

牛岁悲伤初夏，陨赤脚大
星、当代神农，锥心问田野，灵魂
遗爱，盛开在哪一片稻花？

张正清

温饱记深恩，天下永留袁氏
泽；云天披缟素，人间长沁稻花香。

萧伟群

恋稻粱追梦，培种育苗，名
誉神农，千年试问几人比；

为天地立心，含辛茹苦，身
忙半百，三界何由一鹤归。

胡贵程

国人伤五月，看长街送别神
农，老天垂泪；功绩利千秋，把种
子谋成温饱，黎庶感恩。

傅翠兰

情系苍生，惟期大地无饥
殍；心牵华夏，长梦高禾成绿荫。

刘芙花

稻花片片话神农，胸怀社

稷，心系民饥，田间谷穗常含笑；
梅雨声声传噩耗，楚水悲

歌，麓山垂泪，天下何人不哭公。

何俊良

谁圆禾下乘凉梦？我仰田间
种福人。

朱容国

心在黎民，胸怀四海；情牵
沃野，泽被千秋。

李海河

腿沾泥土，心系人民，禾下
乘凉香入梦；

万代感恩，三餐饱肚，田间
觅影稻低头。

杨自重

追梦田间，呕心沥血；乘凉
禾下，种月耕云。

罗乐洋

恩公手上一株稻；百姓口中
千顿粮。

张国宝

烟雨笼星沙，奔嚎十里人
空巷；姓名垂宇宙，惠泽千秋谷
满仓。

朱亮辉

哀恸长天，万人何赎？功垂
大地，每饭当思！

刘云龙

青禾慰袁老；红泪染湘江。

赵亦初

隆礼赐黎元，仓廪丰盈，芳
名当与神农共；

平生研水稻，湖湘诀别，大
梦常召院士回。

刘勇之

院士可安，百姓仓中粮正
满；神农宛在，九州禾下汗犹香。

伍耀军

终生一事，培禾育稻；竭力
全心，爱国忧民。

谢卫民

美德誉神农，拓荒于寂寞田
头、丰收梦里；

英灵归大地，含笑在稻花香
处、穗子黄时。

周述桂

盛德长随山岳久；英名永共

稻花香。

钟九胜

后稷乃前生，再秉嘉禾授寒
庶；西天迎北斗，漫收清泪化甘霖。

李继欣

扶犁思稻种；端碗念袁公。

杨敏亮

向农田要产，为天下医饥，
一生造福；愿五谷满仓，冀万民
齐富，四海怀君。

杨 芬

稼穑本艰难，南亩躬耕，稻
济苍生无菜色；

河山皆涕泣，西天远别，星
沉五月落梅花。

岳佳霖

田间育种心尤热；禾下乘凉
梦不寒。

马方旭

一生心未改，天欲召神农，
归报苍生皆饱腹；

半夏雨犹寒，我来哭国士，
忍看禾黍尽垂头。

（谢卫民 整理）

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江山多娇 刘玉松 摄

(上接1版)
揆诸现实，如何研究解决大型医院等人员密

集场所停车难问题？如何抓好农村小规模学校优
化提质工作？如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如何整治道路交通顽瘴痼疾，
加快无障碍环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如何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如何破解“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问题？如
何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办事不用求人、顺心爽
心？如何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一卡通”问题？凡此种种，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需用心用情去推动落实。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
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研究
确定和实施为民办实事的项目清单，一件一件抓，
真正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让群众得实惠。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毛泽东同志
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
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
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群众利益无
小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再小也要做，再难也要
坚持，不能因“事小”而不为，不能因“事难”而推诿。

办实事，关键在于“实”，确保将实事办实、办
好、办到群众心坎上。“办实”，就是要抓紧抓实、干
在实处，不做“表面文章”，不开空头支票，不能失之
于粗、落之于空，不能大而化之、不了了之。确定了
的实事项目，就要兑现承诺，坚持具体抓、抓具体，
出实招、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办好”就
是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抓则已、抓则必成，不
能搞成“半拉子”项目。能够当即解决的就要及时解
决，不能当即解决的要着眼长远，建立有效机制抓，
推动常态长效抓。“办到群众心坎上”，就是要坚持
开门办实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满意
作为办实事的衡量标准。哪些事纳入办实事清单，
应倾听群众声音，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民心所向；实事办得怎样，应交由群众评判，切实增
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办实事与开新局紧密相连，不仅要办好与群
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也要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
痛点难点问题，抓好打基础、利长远、有利于高质
量发展要求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
事。结合我省实际，抓好“两山”和工业创新中心、
种业创新中心建设、创建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
疗中心、补齐能源供应短板、加大生态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力度、加快湘赣边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强特
色小镇建设、建好国家长征公园（湖南段）、开通韶
山至井冈山旅游铁路线，等等，都在办实事范围之
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不
能坐而论道，须细化落实到一件一件的具体实事
上。办实事、开新局，要围绕“三高四新”战略真抓
实干，把这些实事抓好、抓到位，让群众分享高质
量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

毋庸讳言，办实事、开新局当有新作为、新气
象。“三个高地”中每一个高地的打造，“四新”使
命中每一项使命的践行，无论是“闯出新路子”

“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还是“谱写新篇章”，
都是全新的要求、全新的责任、全新的探索。各级
各部门要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大计，主动
适应新形势、研究新任务、把握新规律，以办实
事、抓落实的劲头推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在
把握大势、办好大事中迈向发展新境界。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成。实施“三高四
新”战略、在新征程上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然
遇到许多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唯有知难而
进、锲而不舍，敢于斗争、攻坚克难，振奋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方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要更加注重解放思想，自觉从“小富即安、
小进即满”的骄傲自满中解放出来，从封闭狭隘
的本位思想中解放出来，从患得患失、怕这怕那
的畏难情绪中解放出来，从既有的思维定势、工
作惯性和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以思想的大解放
推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大突破。更加注重统筹
协调，找准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主攻点和突破
口，抓住科技自立自强这个战略支撑、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攻方
向，持之以恒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长株潭一
体化，深化自贸区改革，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
进、开创新局。更加注重产业支撑，狠抓重点产
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园区，把“三高四
新”战略落实到重大工程和具体项目上，把战略
执行效果体现在抓项目、强产业、兴实体上。更加
注重攻坚克难，发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
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有效应对
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
大矛盾中开新局、谱新篇。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办实事、开新
局，惠及的是民生、促进的是发展、彰显的是作
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发挥

“头雁效应”，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示范
带动全省上下形成办实事、开新局的浓厚氛围。
唯此，我们一定能够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
的业绩、谱写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