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第四届红
彩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出第一条红彩信： 让雷锋精神
代代相传！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宋智富（右）在
启动仪式上将红彩活动旗帜授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承阳（左）。

在 第 四 届
红彩活动启动
仪式上，省公安
交警代表发送
红彩信。

●韶山村党总支书记、党的十八大
代表毛雨时发出倡议红彩信。

� ●“最美”护士———株洲市二医院普外科护士
何遥发出倡议红彩信。

●第四届红彩活动启动仪式领导和嘉宾合影。

� ———写在“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湖南省第四届红彩信、
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落幕之际

专版２０13年3月27日 星期三 10

■ 杨跃伟 林悦琴 张福芳

燃烧红色的激情

四年，红彩活动扬帆远航，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活动新高潮，奏响了时代最强音；
四年，红彩活动抓住当下社会对积极向上精神文化的渴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唱响了主旋律；
四年，红彩活动用辛勤的汗水和艰苦的努力，获得了八方赞誉，全民参与。
四年，我们沐浴着红色文化，尽情挥洒着汗水，燃烧着红色的激情，让红彩活动成为

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一场属于大众“狂欢”的红色盛典。

▲

▲

▲

如今，“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 湖南省
第四届红彩信、 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已经
落下帷幕。该活动从 2012 年 7 月 18 日盛装
起航到 12 月 31 日结束接收作品，历时 5 个
多月，各地参与人数达 700 万，红彩信转发
量达 300 多万次， 红短信转发量超过 4000
万次，我省有近百个企事业单位组织参与，
活动的持续发力，使“红彩”这块金字招牌
更加的深入人心， 为弘扬新时代主旋律与
湖湘精神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规模盛大
民众参与 激情高涨

秉承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
历史使命， 肩负占领先进文化阵地的社会
责任，2012 年 7 月 18 日上午， 随着红旗的
招展飞扬，“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湖南省第
四届红彩信、 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在长沙
正式起航。

第四届红彩活动，参与单位更多，活动
的主体更加广泛， 活动响应程度比以往更
高。 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指导，省文明办、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
心、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南有限公司主办，省公安厅交管局、湖南
保监局协办。 以喜闻乐见、 便于操作的短
信、彩信为载体，在三湘大地掀起了一股倡
导主流、弘扬美德的红色潮流，唱响了构建
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亲
临开幕式现场， 并发送第一条红彩信：“让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最美”护士———株洲
市二医院普外科护士何遥， 韶山村党总支
书记、十八大代表毛雨时，省公安交警代表
分别现场发送红彩信。 这些彩信通过红彩

平台传遍三湘四水， 像炎炎夏日的一股凉
风，提神醒脑，催人奋进。

从 2009 年举办第一届“红彩信”活动开
始，“红彩” 活动就以其形式新颖、 受众面
广、参与方便、传播迅速等特点，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参赛者积极创作、下载、转发参赛
作品，4 年来，累计有 1500 万名手机用户直
接参与了这项活动，转发彩信、短信、视频、
微博过亿条。 第四届红彩活动为进一步扩
大影响， 充分调动全省各单位员工的参与
积极性， 在主题设置和参与环节上融入了
各单位讲文明树新风、创先争优活动、典型
人物事迹等内容，增强了活动的互动效果，
丰富了“党委指导、媒体引导、企业主导、多
方参与”的合作模式，进一步增强了活动的
影响力。

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活动参
与的地域范围遍布省内外， 参赛者年龄段
从 6、7 岁的儿童到 80 多岁的老人， 职业包
括老师、学生、工人、农民、公务员、企事业
单位的干部职工等。

随着“红彩”活动形成品牌、深入人心，
第四届红彩活动再次掀起了一股规模更盛
大、影响更深远的全民参与的红色浪潮！

内容丰富
主流价值 充分引领

以简短的彩信、短信，传达人群中最美
好的品德、最高尚的精神、最主流的声音，
是红彩信活动最大的特色和亮点。

第四届红彩活动，“十八大精神 ”、“雷
锋精神”、“最美湖南”、学习《信仰》成为流
行色和关键词。 社会各界通过手机网络的
强力辐射， 大力宣传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
家乡喜人变化， 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大力宣传湖南精神、雷锋
精神；大力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倡导和传
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围绕活动， 省文明办结合 “迎接十八
大、讲文明树新风”和创先争优活动，号召
各市州文明办挖掘先进典型， 宣传推介文
明单位， 确实把红彩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 ，弘
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由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推介的株洲市
二医院，以“最美护士”何瑶为典型，在全省
掀起了学习先进和典型的热潮； 浏阳绿之
韵集团、 郴州舜华鸭业、 怀化地质勘查局
407 队等文明单位积极参与活动，弘扬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使“红彩”活动广为传播。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向全省 14 个
市州党员教育中心下发通知， 围绕迎接党
的十八大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以
学习信仰为主题，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充分运用
红彩活动这个平台，开展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和民主集中制教育。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 ，副省长 、永州市
委书记张硕辅以《沿着信仰的方向不断前
进》为题，深刻阐述了学习信仰，传承信仰
的重要意义 ；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以 《让
信仰的力量引领我们乘风破浪 》， 讲述湘
潭在转型的战略发展期，如何更好的用信
仰的力量武装头脑， 创造辉煌的业绩 ；常
德市委书记卿渐伟以 《忠诚于我们的信
仰 》为题 ，展示了常德市近几年来在信仰
的感召下， 在创先争优活动的推动下 ，进
一步坚定目标、方向、信念，努力建设现代
常德，幸福家园……全省十四个市州将看
《信仰 》、学 《信仰 》、谈 《信仰 》与此次红彩
活动结合起来， 把握党员教育的新职能 、
新定位和新要求，紧密结合党员教育活动
这一主题 ，拓宽党员教育渠道 ，强化党员
教育的效果，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全省 370 万党员参与其中 ，为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届红彩活动 ，还结合 “科学发展 成
就辉煌 喜迎十八大———镜采三湘巨变”图
片展，上传、转发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的反映湖南 1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

就图片，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张利萍参与点
评，号召大家广泛参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添砖加瓦。

在公安部交通新规出台后， 省公安厅
交管局积极参与， 策划了一期平安畅行的
主题活动，摘取新规中变化较大的扣分点，
简洁明了的呈现给大家， 为大家平安出行
出谋划策。 著名节目主持人、我省文明交通
形象大使汪涵现身说法， 号召大家积极参
与红彩活动，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通
过上传、转发新令，强化学习，严格执行。

弘扬主流文化，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 第四届红彩活动在湖湘大地绚
丽的色彩画板上， 添上了最为浓墨重彩的
一笔！

形式多样
立体传播 更加出彩

为何红彩活动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
影响？

中宣部《新闻阅评》曾评价 ，一个重要
原因，是它采用了“报机结合”、“报网结合”
的宣传方式。

红彩信借助手机这个现今最大的信息
终端和人们接收信息的日常工具， 借助快
速、广泛、形象的现代媒体网络，借助党报
这个传统的权威媒体，以喜闻乐见、便于操
作的短信、彩信为载体，赋以健康积极向上
的统一主题，进行报网互动、报机互动，形
成“立体”传播模式。

从 2009 年至今， 每一届红彩活动都在
不断创新表现形式 :在表现形式方面，第一
届的活动，只有红彩信一种形式，第二届增
加了红短信的转发，到第三届、第四届，参
与的途径更加广泛， 不仅有红彩信， 红短
信，而且加上了时下十分火热的微博，红色
手机文化的传播手段更加多元化。

红彩活动成绩的取得， 更是各方组织
得力，协调作战，才有了踏浪前行，扬帆远

航的气势。
湖南日报利用党报媒体的优势，建立专

门的活动宣传营销小组，开展全方位、立体
式宣传，推广红彩活动。 定期在《湖南日报》
选登 2-3 幅优秀红彩信作品，撰写编者按，
介绍活动进展情况，营造活动氛围；每周配
发理论短评，进行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 活
动的内容还在湖南在线、红星网以及湖南省
文明网上进行网络传播，报网结合，最大程
度扩大活动覆盖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针对
本届红彩信活动，从技术、运营等方面进行
保障。 重新设计并开发第四届红彩信活动
官方网站，及时提供主要宣传活动信息，作
品展示，用户获奖信息公布以及红短信的下
载；对每期获奖名单、数据周报、月报等数据
报表进行统计，发送相关合作对象备份；还
设立了专门的客服人员为参赛用户 24 小时
提供活动咨询，并为获奖者提供了丰厚的奖
品，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文明办全
程参与，省公安厅交管局、省保监局、各高等
院校等多方力量有序组织，扩大了活动覆盖
面和影响力。

在各方的通力配合和共同努力下 ，3
月 22 日， 第四届红彩活动总评选在长沙
揭晓 ，由省文明办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
中心 、湖南日报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
南有限公司 、省公安厅交管局 、湖南保监
局等主办 、协办单位代表 ，摄影家协会专
家，著名作家共 16 人组成了评委会 ，评委
们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认真研讨 、 记分评
选，按照内容健康向上，思想性、艺术性强
等原则，评选出“彩信我最红”最佳作品奖 :
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35 名 。
为第四届红彩活动的圆满结束划上了完
美的句号。

历史总在进步，追求永不止步。 奇迹总
在拼搏中产生， 辛勤的汗水一定会结出丰
硕的果实，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彩活动这场
属于大众的红色盛典将持续发力， 再创新
的佳绩！

（活动总评选结果本报明日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