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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天若有情天亦老，心到无私心自宽”
“流而不盈，挹而不匮”
……
6月27日，在长沙地铁1号线正式开通迎

客前夕， 记者走进其中的廉政文化主题
站———“省政府·清风站”， 但见这里清风吹
拂，一片“廉”声。

长沙第二个廉政文化主题站
“省政府·清风站”是继“橘子洲·青莲

站”之后，长沙市纪委、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
共同打造的第二个廉政文化主题站。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以“清风雅韵、廉脉
绵延”为主题，主体由两幅地理人文雕塑和
四条文化艺术长廊构成，两幅地理人文雕塑
分别是湖湘先贤和山水洲城，四条文化艺术
长廊分别为“人文拾萃”、“家风继世”、“文脉
绵延”、“民俗瑰丽”。

从1号口一进入站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人文拾萃”艺术长廊，由“金石之铭”形象
墙引领的12件湖南人文胜景艺术作品构成。
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悬挂的“实事求是”
匾额，到长沙天心阁崇烈亭楹联“天若有情
天亦老，心到无私心自宽”，到永州柳子庙楹
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
民”，12件描绘三湘四水人文胜景的作品互
相衬托、 互相呼应， 让湖湘大地“清明政
风” 的清廉情怀跃然于墙上。

树清正家风， 养浩然国风。 在2号口
“家风继世” 文化长廊， 隆回魏源、 益阳胡
林翼、 长沙罗氏、 衡阳王氏、 岳阳张谷英
村等10个家族的代表性家规家训节选内容

和民居为内容制作的浮雕， 湖湘大地的清
白家风润物无声。

“遵礼守法； 尚官恪职”、 “孝当先；
和为贵； 勤耕读； 崇廉洁” ……源自于湖
湘先贤的智慧积累、 根植于寻常百姓之家
的句句湖湘好家风， 共同抒发着德业兼修、
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 演绎着湖南大地脉
承千年、 余音不绝的精彩乐章。

记者看到， 在表现手法上， 清风站综
合运用了篆刻、 石雕、 锻铜、 漆画、 丝印
等多种艺术形式， 在生动展示湖湘山川形
胜、 厚重文化的同时， 深入挖掘廉政元素，
将湖南人文胜景、 家规家训、 名篇名作、
非遗文化等融入其中， 并藉此将三湘大地
的清纯民风、 清白家风、 清廉政风、 清新
学风等进行立体呈现。

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们的优良家风、 伟岸
人格也深深激励并影响着后人。 在站厅的
立柱上， 27位湖南籍开国元勋和革命英烈
通过廉洁语录和故居形成结合， 一方面展
示湖南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 一方面又向
公众传播廉洁正能量。 而在3号口“民俗瑰
丽” 艺术长廊， “一钱太守”、 “羊续悬
鱼”、 “时苗留犊”、 “廉石压舟”、 “暮夜
却金”、 “包拯掷砚” 六个古代廉政故事，
传播着一个个廉洁佳话。 在4号口， 《岳阳
楼记》、 《爱莲说》 等湖南经典名篇构成
“文脉绵延” 艺术长廊， 经典名篇节选和景
物相结合， 古人的高洁人格近在咫尺， 成
为清廉文化的代表。

让社会公众体验廉洁文化
“作为地铁公共文化空间，清风站让更

多社会公众能体验、 感受到廉洁文化。”
来自西安雅特展览有限公司的策划师介绍，
考虑到站台层人流通行因素， 省政府清风
站利用立柱灯箱展示出“全国传统家规家
训”， 使乘客在站台通行或候车时， 也能品
读廉洁文化。 举目上望， 站厅、 站台顶部
主空间采用了湖南独有的岳阳楼盔顶造型，
通道区域也采用了湘莲、 “风车” 的“艺
术拼”， 既强化视觉审美， 又寓意风清气
正， 进一步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地域特点。

“建设廉洁长沙， 离不开廉政文化的
春风化雨， 更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广泛参
与。” 6月16日，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傅
奎在实地调研地铁1号线“省政府·清风站”
后指出， 长沙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宣传， 注
重受众的广度和文化的深度， 不断丰富载
体、 扩大覆盖面、 增强渗透力， 以党风带
政风促民风，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接地
气” 的形式开展社会化宣传， 在山水洲城
间奏响了反腐倡廉主旋律。

据介绍， 地铁2号线投入运营以来，
仅在2016年5月1日， 就有超过5万人次到
达橘子洲·青莲站， 感受廉政文化的熏
陶。 而省政府·清风站的建成， 有望成为
长沙彰显地域特色的公共服务窗口， 独
具艺术魅力的城市文化坐标和城市建设
的又一精美名片。 长沙市纪委宣传部副
部长文建军表示 ， 精心打造廉政文化
“清风站”， 是长沙不断拓宽社会宣讲平
台的又一务实举措， 是将厚重湖湘文化
引入现代地铁文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意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唱响时代主
旋律， 传播廉洁正能量， 在社会上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曾
朝阳）6月25日至6月26日，由湖南大学、衡阳
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纳米光学与等离子光
学”国际研讨会在衡阳举行。来自新加坡国立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校60余
名教授、青年学者参与。 美国《科学》杂志副主

编、普渡大学鲍勃和安妮·伯内特教授及美国
加州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教授在研讨会上作学术演讲。

纳米光学和等离子光学是当前光电子学
科的研究前沿，是微纳光子器件、光子信息存
储处理、光通信、光电器件及集成等应用的基

础。 该会议的举办将有效促进我省光电子学
科发展，加强我省与国内外著名专家合作，提
升全省光电子学方向的科研水平。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 学者交流及探讨了近年来国际上
“纳米光学”与“等离子光学”在科学领域的发
展与生活中的应用，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三湘风纪

清风吹拂，一片“廉”声
———“零距离”体验长沙地铁1号线“省政府·清风站”

“纳米光学与等离子光学”国际研讨会在衡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谭登 朱文硕

6月22日上午10时，安仁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会议室，一场“两学一做”推进会拉开了帷
幕。窗外，骄阳似火；室内，29名党员、群众谈思想
说工作，情绪正浓。

刚刚得到消息，限时6月30日前完成的全县
企业年报工作，该局在6月20日提前完成任务指
标，完成比例达86.6%，居郴州市第一。 而在9天
前，他们这项工作的完成比例还只有57%，在全
市排倒数第一。

短短几天时间从垫底变为第一，得益于“两
学一做”对工作的强大推动力———局里党员为雪
垫底之耻，带头加班加点工作；非党员职工受到
感染，也铆足了劲打一场翻身仗。会上，局长李敏
波说：“我们重视‘学’‘做’互动，在干中学，在学
中干，不搞‘两张皮’，现在看来成效不错。 ”

副局长李文接过话头说：“成效还体现在工
作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搞企业年报，我们是当老
爷坐等人家来，没按时办理就罚款。 现在我们主
动打电话找企业，还主动上门搞好服务，白天黑
夜不歇气。 一些企业主不相信有这种好事，我们
电话打多了，还被他们当成骗子。 ”

他的一番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感受：学习
入脑，作风在变。

来自安平中心所的段韬发言：“准则挺在前，
规矩立在心。过去我们的人到企业办事，拿包烟、
吃个饭稀松平常，现在这些行为没有了。 ”

军山中心所的王非讲了一个故事：今年上半
年，他处罚过渡口乡一家农资销售企业的违规行
为，被企业主骂为“最坏的人”。前不久，他和同事
冒着高温， 远道开车把这名企业主接到所里，细
心解释相关法规，又指导其完成网上年报，还买

来盒饭一起吃午餐。 企业主很高兴，说：“过去总
是我请政府的人吃饭，今天你们为企业服务还请
吃饭，你们是最好的人。 ”

前一阵全县高考、中考期间，近8000名考生
的餐饮安全出不得差错， 食品监管股股长周围和
同事每天走路、坐公交，凌晨5时就到达值守岗位，
检查餐饮店的猪肉、蔬菜等原料，检测农药残留指
标。“放在过去，工作散漫，公家有车就去，没车就
不去，有什么事也是打电话安排一下。 ”周围说，
“两学一做”抓得紧，让他们时刻警醒自己：工作上
不能图“过得去”，必须“过得硬”。

城南中心所47岁的陈丽华， 多年来只能搞
巡查，不会办案子。几个月前，她开始向同事学习
取证、写案卷等办案知识，今年5月独立查处了一
起违规售卖烟草案。 她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
也参加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很受触动。 现在
工作有新要求，我不能自甘落后。 ”她还介绍，该
所10名工作人员中，不会办案的5人今年全部学
会了办案，增强了执法力量。

“前段时间，我们局的‘两学一做’有喜有忧，
喜的不多说了，忧的主要是工作陋习还是存在。 ”
李敏波总结道，“比如，去企业办事不拿烟、不吃饭
了，但人家给瓶水，你接了，这还是陋习。 又比如，
办事拖延、安于现状、相互扯皮等，在我们一些党
员干部身上还存在。 下一阶段，每个人要找出3条
以上陋习，然后改掉，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

最后，李敏波提高声调说：“省委书记徐守盛
强调，要用群众获得感检验‘两学一做’成效；政
策落实得好不好， 要看乡亲们脸上是哭还是笑。
我们作为直接服务于群众和企业的部门，就是要
按照徐守盛书记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解决实
际问题，以服务对象是哭还是笑来检验‘两学一
做’和各项工作的成效。 ”

9天，从垫底变第一
———安仁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两学一做”推进会见闻

两学一做
———跟班体验记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谭圣林）记者今天获悉，著名主持人汪涵日
前向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项
目办公室、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捐款20万元，
将资助慈利县50名农村家庭贫困新生完成职
业教育学业。

“一家一”温暖工程是省委统战部、省教育
厅、 省扶贫办牵头实施的一个职教扶贫项目，
由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各民主党派省委具

体组织实施。 项目于2012年10月在自治州吉
首启动，以湖南贫困家庭贫困学生为项目实施
帮扶对象、 以优质职业院校为项目实施学校、
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人士为项目实施伙伴，资
助一个贫困家庭一个孩子4000元生活费，通
过两年在校学习、一年顶岗实习、推荐就业，实
现贫困家庭脱贫。项目实施3年多来，共吸引70
多家公益伙伴、100多所优质职业院校参与，
筹措资金5500多万元，资助学生1.3万余人。

汪涵为“一家一”助学捐款20万元
温暖工程3年资助1.3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