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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陈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
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
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11月30日， 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12月1日，湖南文艺家们回味感触最深的总书记
讲话中的“金句”，用心领悟讲话精神，深入思考
文化自信、文化理想如何融入创作生活与实践。

做文艺工作者事业上的好伙
伴，生活中的真朋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立
意高远，语重心长，通篇金句，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 我们听了之后， 感觉就像这冬天的太
阳，很亲切，很温暖……”喜欢写散文的湖南省
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颇为感性地表
达了他的体会,“在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
杜家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我想得最多的是， 一定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领
会好，一定要认真向省委汇报好，更重要的是在
操作层面落实好。我们在文联工作的同志，更要
按照习总书记要求， 成为文艺工作者事业上的
好伙伴，生活中的真朋友。”

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魏委也用“备感振
奋，深受鼓舞”表达心情。她认为习总书记的讲
话总揽全局、内涵丰富，阐明了事关文艺发展的
一系列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践性、
针对性，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指南和遵循。怎样联
系湖南实际，用讲话精神指导湖南的文艺实践？
怎样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充
分发挥文联作协的重要作用，尊重文艺规律，为
文艺的发展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多解难事，营
造有利于出人才、 出精品的良好环境？ 这些问
题，都是她思考的重点。

坚定文化自信 书写当代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歌唱祖国、

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对
文艺工作者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
民族精神”的要求，引发了湖湘文艺家的强烈
共鸣。

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文联原主席谭仲池说：
“湖南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有很好的创作资
源与基础。我们更有责任书写当代的英雄，以英
雄的精神来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
标。”曾有一段时间，文艺界出现消解传统，解构
崇高，矮化英雄的错误思潮，亵渎祖先、亵渎经
典、亵渎英雄成了某些人博取眼球的行为艺术。
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龚爱林语气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离不
开我们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因此，文学家只有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具备史识、史才、史德，敬重祖
先、敬重经典、敬重英雄，不戏弄历史，才能用文
艺振奋民族精神。”

著名画家李自健对“坚定文化自信”也有深
刻感受：“1988年我出国时其实很迷茫很苦恼，
但我越来越发现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我在星
云大师支持下创作的《乡土系列》《红花被系列》
等，运用的技巧是西方的，但作品的内涵是中华
民族的，它们受到全球观众的欢迎。我之所以要
回国在长沙建设一座公益美术馆， 就是要报恩
祖国，回报家乡。”

与人民群众的心紧贴在一起
“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著
名湘剧演员左大玢对此有切身体会：“文艺为人
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 首先就要把自己的位置
摆正，老老实实走到老百姓中间去。以前我们去
农村演出，没有舞台，就在稻田里为百姓演出，
演着演着就被稻茬绊倒了。”

14岁就当矿工， 最早为贫困孩子捐建图书
室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感触很深：“文艺家必
须深深扎根到人民之中去，与他们乐在一起，苦
在一起，爱在一起，恨在一起，干在一起，心才能

贴在一起，想在一起。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
品，才能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才能观照
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这样的作品，人民才爱
看。这样的作家，人民才欢迎。”

永存艺术理想之火 做好崇德
尚艺的一生功课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 有一个细节
令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夏义生印象
深刻：“我旁边坐的是歌唱家殷秀梅， 当习总
书记讲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
播者，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
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 我听到她忍不住
轻轻地叫了一声‘好’。总书记还提到了文艺
界要克服浮躁这个顽疾， 我觉得用长沙话来
讲就是点了穴， 大家有痛感。 就在我们评论
界，也有人不看作品，或者把作品的开头结尾
浏览一下，就口若悬河发表评论，这就是一种
浮躁之风。”

在岳阳市文联主席余三定看来，总书记
也对这个顽疾开了“药方”：“总书记提出崇
德尚艺是一生的功课， 艺术家要把为人、做
事、从艺统一起来，要提高学养、涵养、修养。
我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修养内蕴在文艺工作
者的身上，通过他的日常生活，通过他的言
行举止，特别是通过他的文艺作品自然地显
现出来。这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可以说永远
在路上。”

“文艺要塑造人心， 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
己。”中南出版集团总编辑刘清华把这句话记在
笔记本上：“作家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 伟大
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 首先呼唤的就是伟大
的创作者。我们在期待，也在准备。我回来后要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落实到各个出版社的年度选题策划会上。 我们
要在心头永存一团艺术理想之火， 勇于创新创
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用高尚的
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我坚信我们一定会看到文
艺高峰的出现。”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长沙市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召开。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
红在会上强调，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
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
不放松，奋力开创长沙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新局面。

“长沙有70家国有企业，5万多在职
职工，总资产达3300多亿元，在全市产业
发展、城市建设、投融资等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易炼红说，“但我们必须
清醒地看到，部分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
党的领导缺位，党建底子不清，党的工作
机制不畅等问题。”

易炼红强调，长沙各级党委和国有企
业党组织要全面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大力提升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水平。进一步完善企业“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治理机制和
监督制度，确保党组织的意图落实到决策
层、执行在行动上。在企业选人用人上，要
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要求，把坚持党管干
部作为第一原则，把正向激励作为第一导
向， 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放开手脚干事、
甩开膀子创业。要始终绷紧管党治党这根
弦，特别是当前在推进长沙市属国有企业
战略重组过程中， 注重同步加强党的建
设，对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打折扣的、执行党纪党规不力的、违规选
人用人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该批
评的批评，该诫勉的诫勉，该处理的处理，
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真正严起来、实起
来。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 统战工作做的是哪些人的
工作？统战工作应该由谁来做？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在省委
党校作统一战线工作专题讲座时指出，统
战工作必须全党来做，统战工作的主要任
务是促进“五大关系”和谐，要多为党交
“真朋友、好朋友”。

黄兰香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
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
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员干部强化
看齐意识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

黄兰香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
务是处理“五大关系”， 积极促进政党关
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和谐。我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
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要正确认识我国政党

制度的独特优势， 支持民主党派履行职
能。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
员的关系。 要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促
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健康
成长，抓好网络统战工作，正确处理内地
与港澳的关系、两岸关系、大陆同胞与海
外侨胞的关系。

黄兰香强调，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
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要坚持
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
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好新形
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
样性关系。 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搞
好与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扩大交友的范
围、创新交友的方式，严守交友底线。

省委党校厅干班、中青班、处干班、省
级园区主要负责人培训班学员300余人
聆听讲座。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文韬）
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事关每个人的切
身利益。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订草
案针对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一
步强化了消费者的权利， 细化了经营者
的责任。

网购商品消费者有权7日
内无理由退货

针对当前网购、电视电话购物、邮购
领域中， 因退货问题造成纠纷时常发生
的情况，为保障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权，
修订草案拟规定，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对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经营者应
当事先通过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 便于
消费者在购买前确认。 经营者应当自收
到退回商品之日起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
付的商品价款， 但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
费者承担。

同时，修订草案明确，消费者退回的
商品应当完好。消费者为检查、试用商品
而拆封未导致商品本身污损或者非消费
者原因导致商品价值贬值的， 属于商品
完好。

餐饮经营者不得收取餐具
消毒费

关于餐饮经营者是否收取餐具消毒
费，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对此明

确规定， 餐饮业经营者应当明示其提供
食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得设定最低消费，
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餐位费、 餐具消
毒费、开瓶费等不符合规定的费用。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李金东就此
说明了立法理由， 免费提供卫生的餐具
是经营者当然的义务，正如菜要洗干净，
但不能收取洗菜费。 因此提供卫生的餐
具，不能收取餐具消毒费。

经营者预收款后不能如约
提供商品或服务须及时退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名目繁多的
预付卡式消费渗透到百货零售、 美容美
发、休闲健身等各个行业，但也频频曝出
产品质量下降、 服务打折缩水甚至店铺
关门、老板“蒸发”等侵权事件，持卡消费
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修订草案增加了对经营者的相关义
务规定， 要求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
定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
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
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
务、民事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消费者
要求订立书面合同的， 经营者应当与消
费者订立书面合同。 经营者延期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以约
定的联系方式或者公告等形式告知消费
者。经营者不能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服务
或者提供的商品、服务不符合约定要求，
消费者要求退款的， 经营者应当及时退
款，不得无故延误。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下
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湖南省通信条例（草案）》。该草案的一大亮
点是就目前在通信服务方面存在的通信用户的
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受限、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
泛滥、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等主要问题作了规定。

为保障通信用户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草案拟规定， 通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向通信用户
全面告知通信资费方案的限制性条件及其他需
要注意的事项，如实告知优惠内容；打包销售语

音、短信息、移动数据（流量)和固定宽带等基本
通信服务项目时， 应当提供包内各单项业务的
资费方案；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及其资费标准，为
通信用户交费和查询提供方便； 发现通信用户
使用的套餐内的语音、短信息、移动数据（流量）
等项目的可使用数量少于一定数值或者所存的
固定宽带费少于一定数额时， 应当及时提醒通
信用户续费，提醒次数不得少于两次，未按规定
提醒两次的，不得收取滞纳金；未征得通信用户
同意，不得为其开通约定以外的通信服务。

针对当前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泛滥的情
况，草案明确了通信业务经营者的监管责任。草
案拟规定， 通信业务经营者应加强对通信语音
线路租用行为的日常监管， 发现租用人利用租
用的语音线路进行违法活动或者骚扰他人的，
应当立即终止租用合同，将其纳入黑名单，禁止
其再从事相关业务； 应当建立虚假号码主叫监
测机制，发现虚假号码主叫的，应当立即予以封
堵；应当健全骚扰电话举报制度，设立骚扰电话
举报平台并向社会公布， 经核实属于骚扰电话
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并告知举报人。

为保护通信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草案要
求通信业务经营者未经通信用户同意， 不得允
许他人调取通信用户个人信息或将通信用户个
人信息用于信息查询服务，不得出售、泄露、毁
损、丢失和非法使用通信用户个人信息。

草案还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对违反规定
的相关行为拟采取责令改正、罚款、赔偿用户损
失等措施。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周湘云 徐德荣
通讯员 王卫全 李英姿）12月1日， 衡阳市12个
县（市）区全面完成人大政协“两会”会议议程，
选举产生组织提名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
成员和法检两长共257人，出席该市人大十五届
代表大会代表515人， 其中有300人满票当选、
472人高票当选。

衡阳市自县（市）区人大政协换届选举工作
启动以来，市委主动扛牢责任，强化政治担当，

把加强“两会”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作为落实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以“零容
忍”的态度、铁腕刚硬的举措为“两会”保驾护
航。该市在出台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办法、
“九个不”纪律要求、责任落实清单等基础上，
全面推行“三联三包”的责任包干制，即市级
领导联县市区，县级领导联代表团、联界别，
党员代表、委员联党外代表、委员，包学习讨
论、包统一思想、包会风会纪。市委书记周农

深入县（市）区调度，为各县（市）区制定“任务
书”、“时间表”，严格落实“责任捆绑制”。各县
（市）区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
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 确保换届选
举有序推进。

同时，衡阳市注重抓监督检查，形成高压态
势。 选派12个督导组和3个巡察组提前进入县
（市）区，现场驻会实行驻团监督和日报告制度，
全程把控换届选举程序。

在“零容忍”的态势之下，衡阳市县（市）区
人大政协换届选举实现“三个零违纪”，即无一
人从“票箱跳出”、无一人违反换届纪律、无一人
因换届选举违规上访。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次县（市）区人大政协
“两会”全程风清气正，清清爽爽开好了会、扎扎
实实议好了政。

易炼红在长沙市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强调

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不动摇

黄兰香作统战工作专题讲座时要求党员干部

多为党交“真朋友、好朋友”

强化消费者权利 细化经营者责任

消费者保护条例进行修改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湖南文艺家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我省拟立法规范通信服务
●应公开服务项目及其资费标准
●发现虚假号码主叫应立即封堵
●不得出售、泄露通信用户个人信息

无一人违反换届纪律

衡阳县（市）区人大政协换届选举
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