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言】
呼应群众的关切， 回应群众的疑惑， 适应群众的口

味，真正实现理论宣传通俗化、大众化，让老百姓爱看爱
读、好懂好记。

【事迹】
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 我们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话题作为出版理论读物的重大选题。 2009年以来，我们深
入全省各地学校、厂矿企业、农村、社区，与基层群众进行
广泛交流，了解老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形成了一批有关
民生、和谐社会、道德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选题。

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 我们把回答人民群众的思想
疑虑作为出版理论读物的价值追求。 在编辑出版省委宣
传部主持的《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热点话

题谈心录》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的过程中，我们社始终坚持
全程参与、全程介入，充分发挥能动性，从选题设计，到专
稿撰写，都注重贴近群众，析事明理，把深奥的理论通俗
化，把群众关心的政策具体化。《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
与实践》、《热点话题谈心录》 系列通俗理论读物已经成为
我省理论政策宣传的特色品牌。

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我们把群众风格、群众语言作
为编辑出版通俗理论读物的最大特色。 如编辑出版《科学
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和《热点话题谈心录》时，为
了增强读物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我们精心设计了 “关键
词”、“热点导读”、“政策点击”、“图片图表”、“百姓声音”、
“信息链接”、“网友感言”等辅助栏目，既生动贴切，又极具
地方特色。

让理论读物走进大众
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 马北海

【感言】
我肩上挑的不仅是电影和梦想，更是责任和希望。感谢电

影，它让我乐在其中，更给了我完美的人生。 感谢电影，它让我
回报社会，更收获了乡亲们最真挚的情谊。

【事迹】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5岁那年， 不幸患上小

儿麻痹症，造成双腿残疾。 15岁那年，我幸运地走上了电
影放映之路。

我的放映点散布在大山深处，大多相距10多公里。 5年
以前，许多村庄都不通公路，摩托车也开不进去，但不管路
途远近，也不管观众多少，我都坚持按时赶过去。23年来，我
曾推着放映设备，连人带车一起掉进冰冻的池塘；也曾在四
周都是坟墓、到处飞舞着蝙蝠和蚊蝇的破庙里用银幕做帐
篷过夜；还曾从摩托车上甩下来，差点摔下十几米深的悬

崖。 难为我的母亲，都60多岁了，直到现在，还陪着我风里
来，雨里去。 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我前进的脚步。

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最偏远的草堂教
学点时，那里只有3名学生观众。 放完电影时，孩子们拉着
我的手问：“叔叔，您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呀？ ”当时，我的眼
泪都快出来了。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每个学期都要来
这里放4场电影。 为了这个承诺，这个教学点存在了多久，
我就坚持了多久。我想，只要孩子们有需要，哪怕只有一个
学生，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很多人问我，马恭志啊，当年全县跟你一起放电影的
80多名农村电影放映员都改行了，你一个人还在坚守什么
呢？面对这些疑问，我坦然告诉大家，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
电影放映员，更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喜欢电影，我用
电影为乡亲们送去欢乐，也从中体会到了无限的欢乐。

用电影为乡亲们送去欢乐
永兴县柏林镇农村电影放映员 马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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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3456#78/29:
$#$$%%&' ;<=>?@A& +,BCD!"
#E()*FGHIJK)L'@AGMNO
!"#OP'QRSD!"#E()*FGH
IJK)L '+,-TUQRV=&WXY+
,Z[\]^_\`a)bQR'

"!%&'()!"*+
c+,de!"#fghij&Cklm

nopE()*R?@A&qr '&(%&) )s&
At(uD &#$ )s*vw&*xyu #) z'
{|QR}~D"$)*+,Z[\]_\&
��D & � # �R�&�R���QR' ��

���1G������(
{+,t��\� +) ��& ��{|Q

R\]t�\� &$ ��&����� # �&�
�� ' �'

#!,-./012
+(& {|QR��FRSTU���SG

�&�J�B� &@A¡¢/^£¤G�&T
J # ��¥E()*R¦_\B§& ¨©S
5)AU)GMª«¬TU£¤^_\:'

+(# {|QR®¯°±²³FR'
+(+ ´µFRS¶·¸XcQR+,^ &

�R�FR*¶¹ # �º!"#9»¼½¾¿
D ,, ÀÁmªÀ^FRSÂ¶¹ + �©)
*@AÃÄÅÆ !�Ç@A\]ÈÉÊ")!�

ÇËÌ\]ÍÎÏÊ"#ÅÊÐdÑÐÒÓ!
"#9»¼½¾89x@ $#$&&%&&# ;<Ô
Õ+ ^FRS¸Ö× & �R�^FRØ6&Ù
¸ÚÛÖ×'

$!34
-(& ÜJÝÞ×FRß& àe #$&& � %

� &# áâ #$&& � % � &% á #�Õ)ã
á)�Õäåáæç+èáéê .($$ w! &#(
$$ w&�ê &-(+$ w! &/0+$ w#ëìwí&
�î+©!"#rïhðñòóËô* +)% ;
rïhõö÷øù &)&% ú��ûGü( !ý
B�S�B� þc* "ýBG�ÿ!þc*
#"#S$%ÿ#¡&ýB¸�')()ÿ+*
$ýB�Õ*�S+Ñ¨×,ýBÐd-^
FRÝ./#01= & ��+*##+29^34
Û5=Gü(6#&+V7û!"#+q8´%)
�Õ*�S$%ÿ#¡&ýB¸�')(9ÿ+
1c):6 +(+ V;Õ¸Ö×FRØ6^ÿ<
=ü#>J+&©?ÑW@AÆBÑG�ÔC'

-(# QRS®¯°D© ,)*\]R?_
\QR<= - ##$$. �E + !FRSFG "6
&(-(+ +HIJ´^FRS1KL�jº!"
#9»¼½¾¿D 1 ÀÂMNO|¿D 2 À

ÁmªÀ^FRSBÑ'
%&5678-9
'(& BÑPQwí^6RÎ ! #$&& � %

� &. á"�ê &'($$ w&©JSaTUVW
X¡Y^ZX�&QRS©!"#rïh[g
\]^_M`ab<[c#deJfg+hi
jk]øùlcmn6opqAÆBÑG�
ÔC^7JFRSlAr;^«s&ÒÓtu
�v^wx&yØÔÕR¦' z{|FRS^
�Õ*�S�cS$%ÿ #¡&ýB¸�')
()ÿ+ w=�ê &'($$ w}`~r;W@&
�xbîO���FR'

'!!":$;<=
)(& ÔÕR¦�& QRS�á���²�

Õ��Ð^QR<=&FRSO���&Þ×
��R¦FR^FRS¤����£¤��
^QR<=& ¨qè�R¦Ð�29FR<
=&�á®���'

)(# QR<=è8��S�� &$$$ �&_
\QR��è8�� -$$$ �&´VWM��&
��®�'

(!>-?@
c|QR� 89x@$#$&&%)) ;<�

�lm²�Õ�¿��A�'
)&ABCDEFG
c|QR):îw©,!"áB-)!"#

QFRZ��é��'
*&H$
1= &(FRÝ. �s
1= #(+,@A¡¢
1= +(yØÔÕR¦£�
àâ 333(4566578(9:7;7(8<=(>7 �¤
!+&IJ?K
!-.!!"#E()*FGHIJK)

L
!-.LM!rïhm´]¥ '$$ ;
!-NO6P!!"#"$E()*@A

b�JK)L
!-NO6PLM!!"#fgh"$ò

¦§* &++ ;
QR!-#&.$$
ST!$/+-?')%)%&$

&'&/+-..)%. &'$/+-/'//)
UV!$/+-?')%)%&$
IJ.!¨h©#ª«+ ¬#ª«+

"+!! W ) X !" Y

Z[ -\] ^] _`",-# /a12 bcde

Z[\]

!"
#$" %""" !#$!& %'"")
#($"%""") #($"%*"")
$"+"""!$!"%,-"

./0-&'
ch®¯Z[
_\´À

��° ) ±²³ )´
»)µ¶\ò)·¸¹
Z[

!! $!"+,-"!$&*+-"" .10&*'
��° ) ±²³ )´
» )·¸¹ )ºoò )
Z»��÷Z[

!"#"$%&'()*+,-./ !"#!!$012-3045

!" ! # ! $%&'(!)*+,$"#-./
0123-4567$89:;%<=>?@AB
C!)*+, /1DE"FGHIJ& KLMNO
PQR-./0S23)*+,FTUVW #X
YZ[\)*+,F]^_`& abc#de"f
gFh"ijMNkl# m/SZnopqF)
*+,MNrst)"#!Zn'+u'vw"F/
Sxy3!TT+,#TTvw"F)*+,az
{|n}&

~�/S!"P)*+,����@^��
=#P/SZnoFpq�#��9!/S�"��
�'�����!/S�"/0W������N
�'���!/S�"�����'� �!/S�"
¡¢£�'¤¥�!/S�"¦§¨�©)*+,
MNª«kQ& ¬#~�®¯°kQ!/S±²
³"MN#´µ¦§'¶·¸©MN>ª)*+,

¹º&
/SZno\)*+,MNFkQ»¼½¾

=¿#�/0ÀP "#$% "rÁ¿ &'%$ Âf/SZ
no¿Ã)*+,#'$() Âf¿ÃÄ�ÅÆÇÈ&
Á¿ÉÊËoP)�Ì�ÍhÎÏ*+,�Ð
))" Ñ# )*+,�Ò "&% Ó# )*+,ªÔ $&
Ñ#ÕÖ.×!ØÙ�Ð"' Ñ#ÕÖ.×ÚÛÜ"
/0Ýw� $* Ñ# Þß/0àáâã½ä� "#
Ñ#Þß/0àáâã½äåæ "# ç#Þß/0à
áâã +*' â& è#®±E@).é'L.*/

êëì�=#íîïð@éñò)./0^�#ó
Þßé ++ ò���ô�õö÷kQøÊù[/
0ú�MNûúü/0¨�&

~�)*+,MNF^ýþô÷/SZno
\)*+,ÇÈFÿýp!# "#$/%@/0
S2\/0azF&'>N=¿# ()*±~�
)*+,MNFª«kQ& !!""

##$%&#

! # ( $#+,/S
zA��íî�-zA
./01234±E@
¯L56MN& 7LM
N 8 9 ¼ '## : â ï
ð#9¼ , ;^<#ç¼
^<"=c@>? #@
A/0S2û !B��
C"DE&

F$cG * H #ç
¼+,9ûIJ�9F
�-zAKLPM3/
0ÔN<# Oc^<.
/01234& PCc#
zAKLP{QR6õ
SõT# @UVhF9
ÔNW# kY@XYM
ZFõTR6�&

P23456[�
\]#^_`abc#z
AKLPP56Fµd
-#efgh@`a#�
i´µ\]F56/T
j k H F l ý m n o
p#qr%¯þ^|& s
-¯tzAu# 7L5
6nv@,w# ®xy
@ s z z A F õ S õ
T#[�{|#{|}~

àFõS���i|h
��# ��+,/S�
� õ � í î 7 � F M
N&

7L+,/SzA
��íî56MN #é
¯%��zAKLPP
��F�=-i|hn
v# DH�i{QR6
õSõT& é��%�
� 7 ¯ L z A � � M
N#�^×±E!B��
C"DEF>ª3N-#
��zAKLââ"i
�C !�C "F>ª- '
��-#9D��!B�
�C" �)�YF��
_�(

!'("

!"#$ %&'()*

! # ! $cG# B�S*��
� )�� *��zF�����h
��$-w��& ��� -^w
¡é ++#!* ¢�©�¯£# �o¤
"'-! Âf& 7¢¥�¦§#~� 
-'£�©�#��9���rB
�¨-|s-¯£&

©@U # ���%¯tªS
*#TT"�~«S2 #¬\^
w¡`¼®¯#°C«^w¡±²
-�# ³ ( fF÷ $% fF´�õ
�i- & P3���µTFµd
-#z®u+!.¶¢®-@^w¡
)%% fF�o& "7¢^w¡�©�
%·¸F#z�¹P/Sº»·c
¼@·¸½£F¼¾#é¯L¿¼
À-#Á¸@¯L #Âd-¸@.
³ÃÄ!%("k¥F7¯£ÃÄ#è
�¹®Å@¯£ÃÄ& ¿¼Æh
·¸F-@^�#�¹ÅFÇ¿¼
-&

ÈÉH#���®u+!Êà®
�¯°«^w¡#ó�)Ëð±E
hÌ& "ÍÚ^w¡PÎf^Ï�

à #��9ÐÑ-|�©� #^L
3¥�ÒÓ¬µ#���S*KL
Â�ÂÔ#Åy-|¯©�&

! # $% $ k � F ^ w ¡ é
"%$$%*' ¢¥�Õâ-o# ko $!
£ "% ÂfF�©�# F.^w¡
�ÖC "-(" Îf#×IØS*KL
´µËð¼·�Ù|V�Ú $)%%
ÂfFÛ�& !)*+"

!
"
#
$
%
&
'
(
)
*
+
,
-
.
/
0

!"#$%&
'()*+%,-./0&

,-./01 "%$$$23456%45789:&

;
<
=
>
:
'?
@

#
A
B
C
D
E
(
2
3
4

5
6
9
:
)

;<$3F?GHIJKL&

群众放心上 足迹留基层
———全省宣传系统群众路线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整理

【感言】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是没有年限的。 我要把

为群众宣讲党的理论这种快乐延续下去， 一直
到生命的终点。

【事迹】
1986年我被作为人才从原本任教的厦门大

学引进到平江，开始了25年的理论宣讲之路。
我既然选择奉献， 选择付出， 就不计较回

报。 1988年5月16日，这是一个让我撕心裂肺的
日子。 记得那段时间全省正在开展马克思主义
正规化理论教育活动， 各级干部全部要参加培
训。 由于经常外出讲课，我几乎天天加班加点忙

于备课，根本没法照顾家人。 就在那天中午，我
正在家里备课，13岁的儿子和同学偷偷跑去汨
罗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给我留下了终生的痛
苦和悔恨。

2004年4月30日晚上， 我正准备走进县一
中会议室为老师讲课， 家里打来电话， 告诉我
长期患病的小弟在医院去世了， 要我赶紧过
去。 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 只想尽快赶去医

院。 但我又很快镇定下来， 几百名老师在等着
听课， 而且当晚的讲课内容就是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 ， 我如果不守约定说走就走算诚实守信
吗？ 再说， 就算我赶到医院， 也不能让小弟起
死回生啊！ 于是我平定心情， 一直坚持把两个
小时的课程讲完。 讲课结束时， 我把手机老响
的原因作了说明并表示歉意， 在场老师十分感
动， 对我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服务群众没有年限
平江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退休干部 董希如

【感言】
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服务， 传播伟人业

绩，宣扬党的优良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
这何尝不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呢。

【事迹】
刘少奇同志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讲

到：“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
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
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
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工作
信条。

2002年4月， 我在一次公差途中遭遇车祸，

脑部受伤， 医生要求我静养两个月。 但半个月
后，正逢“五一”黄金周，得知同事们的讲解任务
很重，我不顾家人的劝阻，坚持要求出院回到工
作岗位。

2009年春节前夕，父亲患病住院，连续进行
3次手术，我尽管心疼父亲，但考虑春节馆里值
班人手不够， 只在医院陪了父亲一晚就匆匆赶
回单位。

我珍惜每一次为观众服务的机会， 也享受
着服务别人而带给自己的快乐。 12年里，记不清
多少次因讲解错过吃饭时间，两餐并作一餐吃；
更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没有休过双休日了。 然
而每当我的讲解，让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赢得
他们的阵阵掌声，得到他们的真情留言时，一切
艰难困苦都会随即烟消云散， 我的内心也会有
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观众的掌声令我快乐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讲解员 陈艳

【感言】
40年来， 我们始终坚守着一种精神， 那就

是 “坚守岗位、 吃苦耐劳、 淡泊名利、 乐于奉
献” 的 “雪峰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和担当 ，
我们什么苦也能吃， 什么困难都不怕。

【事迹】
我台地处雪峰之巅 ， 山高路险 ， 气候恶

劣， 每年的冰冻期长达3个多月， 雨雾天气达
到300多天 。 特别是到了冬天 ， 气温达零下
15℃， 有时积雪两尺多厚， 封冻之后， 只能从
山脚爬上山顶。 在这里工作， 要克服很多的艰
难困苦， 要牺牲对家庭的照顾 ， 要守得住清

贫， 耐得住寂寞。
2008年冰灾期间， 上山的交通中断， 高压

供电专线杆倒线断， 卫星接收 “天锅” 上冰雪
厚布， 山上水管油管全部被冻住， 值班干部职
工生活物资告急。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被中
断的广播电视信号， 我带领干部职工爬上直径
达6米的 “天锅” 去铲雪除冰， 连续奋战10多个
小时抢修高压线路； 技术人员爬上60多米高的

铁塔， 抢修发射天线。 为了防滑， 在天锅和铁
塔上只能穿袜子， 我们的手脚都被冻僵了， 整
个人都变成了雪人。 经过全体干部职工的艰苦
奋战， 被中断的广播电视信号终于得以恢复。

令人欣慰的是，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安
全优质播出40年， 14600天零责任事故、 零安
全事故。 这是我们6902台全体电视转播人用责
任和担当向党和人民交出的满意答卷。

生命融进雪峰之巅
怀化市6902台台长 谢小平

【感言】
新闻工作者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我们的作品才能赢得人心、走进群众、服
务群众。

【事迹】
湖南日报《三湘时评》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

评论栏目，怎样写出大家爱读的文章呢？出路只
有一条：那就是，在把准省委、省政府大政方针
的基础上，多问问群众关心什么，喜欢什么，讨
厌什么。为此，我去过工地，上过渔船，深入大街
小巷， 也时常成为一些知名评论写手家的不速
之客。

有一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2008年5月
11日，报社派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2日下午，我
正听第一堂讲座，报社领导一个紧急电话：汶川
地震了，赶快写系列评论，引导、激发全省人民
万众一心、 抗震救灾的热情。 这样的评论要写
好，光喊口号，明显不行，必须迅速深入群众，了
解他们在听什么、说什么、想什么。 于是，随后的
5天，我一边坚持上课，一边把白天所有可能的

空余时间全部利用起来， 上了解中央和省里的
决策，下调研百姓的议论与关心，晚上一个人在
办公室奋笔疾书。 写到动情处，常常泪流满面。

事实证明，只要深入群众，就能赢得群众。
《三湘时评》栏目多次获评湖南新闻奖，汶川地
震系列评论更是深受各界好评。 同时，我领衔或
参与创办的《理论对话》、《百家言》、《一得录》等
一批面向基层的理论栏目，也深受群众的好评。

多问问百姓喜欢什么
湖南日报理论部副主任 李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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