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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胡阳 戴一菥 唐晓晖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1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时， 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把家庭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
务抓实抓好。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是他
那浓浓的家国情怀， 在三湘大地上引起强
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情真意切，好家风
要代代相传。我们要弘扬优良家风，为家庭谋
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支撑起
全社会的好风气。”12月15日， 大家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无不感慨地说。

家庭是人生第一个课堂

衡阳市珠晖区冶金街道新风里社区，住
着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女主人叫聂东元，
今年70多岁了。

聂东元结婚后，毅然挑起照顾婆家4个弟
妹的重担，尽心照顾家里老人。爱人的大弟王
勋桃因抢险导致全身瘫痪， 聂东元充当长嫂
为母的角色，细心照料47年直至王勋桃去世。
公公瘫痪在床七年， 她悉心照料直至老人去
世。

“给，永远比拿快乐。” 带着这份心意，7
年时间里， 聂东元同时照顾两位瘫痪在床的
病人，却无怨无悔。在聂东元的影响下，家庭
10名成员个个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大家庭
一片温馨和睦。

聂东元的大女儿在社区工作， 在母亲的
耳濡目染中体会到了亲情和责任的力量。看
到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要
求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传递尊老爱
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
理念，她感同身受：“家庭是人生第一个课堂，
幸福来源于一点一滴的奉献。 母亲含辛茹苦
一辈子，照顾瘫痪的爷爷和叔叔，把我和妹妹
拉扯大。我会紧握好家风的‘接力棒’，把这股

热情和责任带到工作中， 为有困难的群众做
力所能及的事。”

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
给孩子

正值而立之年的王腊年， 是慈利县象鼻
嘴村人见人夸的能干媳妇， 大学毕业后进了
广东的一家外企做日语、英语翻译。但如今，
她却不再做“洋翻译”了，改行在村里作了一
名传承好家风好家训的志愿者。

聊起改行，王腊年一点也不后悔。她一直
都觉得，农村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丢失，
孩子的道德意识逐渐淡薄， 特别是很多留守
儿童在家里无人看管，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成
长极其不利。2014年10月，她回到村里和其他
人一起学习传统文化，一下子被触动，于是决
定留在村里， 做象鼻嘴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会
的助理教师。

这几年， 她协助村里开办优秀传统文化
讲座班，在村幼儿园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办书
法班、太极班，让象鼻嘴的孩子从小受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潜移默化中树立和传承
良好家风。

“我为自己的付出感到开心，教育孩子比
挣钱更重要。钱没了可以再挣，但孩子们的成
长却只有一次。” 王腊年告诉记者，习近平总
书记说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
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
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
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这给自己指明了
今后努力的方向。她坦言，每每看到通过自己
的努力，村里的孩子们更加知书达礼了，自己
就“觉得特别值”。

家风正，家业兴，国运旺

谌陆生是溆浦县龙潭镇原横板桥乡红星
村68岁的老党员，做人十分耿直。

他育有三个子女，每次儿女们回家，他都
不厌其烦再三叮嘱:�“生活要往下看，工作要
往上看”、“做什么事情要都要对得起自己的
良心”、“不该拿的千万拿不得，要给娃娃们做

个好榜样！”
2008年从乡镇企业办退休后， 谌陆生没

有闲下来，反而更忙碌，一心想着为村里、为
村民多做点事。小儿媳妇病了，谌陆生一边凑
钱， 一边四处求医。 小儿子又上班又照顾病
妻， 始终不离不弃。 一家人几乎天天上山采
药、熬药。好心有好报，几年后，小儿媳妇不但
病好了，还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高兴得合
不拢嘴。

“习总书记说得对！国是千万家，家风
正，家业兴，国运旺。家风育人，我们就是要
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点点滴滴地传承下
去！”说起家庭、家教、家风，谌陆生难掩激
动。

而作为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杨群康的邻
居，石门县夹山镇杨坪社区蒋刚非常兴奋。

“杨老师一家人都很热心， 喜欢帮助别
人，经常跟我们社区居民讲‘治家格言’……”
蒋刚赞不绝口，“榜样就在身边， 我和爱人一
定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向他们学习，勤俭
持家、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要传承发扬好杨
老师的家风家训，争做文明家庭。”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回忆起自己的英雄父亲、“狼牙山五壮
士”之一的葛振林，来自衡阳的葛拥进语气中
显露出深情：“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不觉
得自己是英雄，生怕给组织添麻烦。”

因为父亲的大公无私，葛拥进和3个哥
哥，都没有享受过特殊照顾。葛拥进的儿子
二十多岁了， 在深圳上班。“这孩子平时虽
然不跟别人说，但心里一直为他爷爷自豪，
工作也比较努力。”葛拥进笑着说，是父亲
葛振林的淡泊名利、 大公无私影响了全家
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会好。父亲为保卫国
家而战，赢得了荣誉，一生公正无私。我们作
为后人，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继承和弘扬
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教育子孙后代做对国
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不给他老人家丢脸。”葛
拥进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
相许

12月9日上午9时， 韶山干部培训学院教
室。

胡蓉为河北地质大学党性教育培训班学
员进行专题教学，她所讲授的课程就是“睹主
席遗物、学伟人风范、做合格党员”。

随着胡蓉声情并茂的演讲和多媒体呈
现，听众穿越时空，回到近百年中国苦难辉煌
的历史现场。 杨开慧与毛泽东因为共同信仰
而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 让许多听众眼含热
泪。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了
井冈山， 杨开慧则回到长沙板仓从事党的地
下斗争。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杨开慧把对
丈夫的思念和牵挂写在了日记里。 她写下了
内心的忧伤和痛苦， 她也写下对丈夫无尽的
牵念。”

胡蓉娓娓道来， 学员的思绪也被胡蓉带
到了故事之中。

关于丈夫的志向和才华， 杨开慧这样写
道：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一个
爱人!我十分地爱他。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
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
我为母亲而生之外，也是为了他而生的，假若
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这一个命
运!
� � � �面对内心的困苦和生活的艰辛， 杨开慧
留下了这样的句子：

———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
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
我抱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
一头是小孩，谁也拿不开。

对于丈夫的思念， 杨开慧写下这样的句
子：

———足疾已否痊， 寒衣是否备……恨无
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这四千多字的手稿，已经被岁月侵蚀得
陈迹斑斑，一个女性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
暗而狭小的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在‘天翻地覆慨而康’的家国叙事中，这些信
件只能是深藏幕后。”胡蓉深情的评述。

毛主席何尝不思念自己的妻子，1957年5
月，他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表达对杨开慧
深深的思念：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
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
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毛主席为了让无数中国人有一个幸福的家，
牺牲了自己的小家。非常遗憾的是，直到逝
世他都没能看到妻子的这些文字。 杨开慧，
把对丈夫的牵挂，都藏在了老家房子的砖缝
里。这些文稿，直到1982年房子整修才得以

重现人间。”
胡蓉讲到此处，也是有些哽咽。记者看见

现场很多人在抹眼泪。
这堂党课， 从毛主席留下的遗物为切入

点，从“廉洁无私的奉献精神”、“艰苦朴素的
生活作风”、“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慈严并
重的亲情关系” 四个方面去展现毛主席的崇
高风范与伟大品格。

在现场，记者感受到胡蓉从细节出发、从
故事入手，在恢弘的历史纵深背景下，将毛主
席还原成一位普通丈夫、父亲，质朴地讲述他
的情怀、理想、情感，课件中呈现的一张张清
楚的发票、一件件打满补丁的衣物、一封封慈
严相济的家书……如此真实，如此无私，记者
也忍不住落泪。

这些衣物上，是否也浸染过一
位父亲思念的泪水?

胡蓉讲述的毛泽东一直默默珍藏着在朝

鲜战场牺牲的毛岸英衣物的故事， 更是让听
课的人哽咽难语。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在北京中南
海， 毛主席把儿子的衣物一直保存了整整26
年。期间，主席在北京搬家至少5次，但他瞒住
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直至1990年清理主席遗
物时才被无意中发现。

在《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配乐中，胡蓉
声情并茂地为学员讲述这个故事， 她夹叙夹
议，学员的情绪很快就进入了故事之中。

———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共享天
伦？ 毛主席深深爱着他的长子毛岸英。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将年
仅28岁的儿子送上了前线。可是，34天后，毛
岸英牺牲了。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
了很久很久：“战争嘛，总要有牺牲的，这没
有什么。” 真的是没有什么吗？ 那这些衣物
呢？夜深人静，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一个老年
丧子的父亲，独自一个人把孩子留在家里的
衣物，一件一件地叠好，收起，放到衣柜的深

处。这一切，是发生在那个悲痛消息传来的
夜晚吗？

———毛岸英牺牲后， 有人曾经建议将他
的遗体运回祖国，毛主席却说：“不必了，共产
党人死在哪就埋在哪吧。”作为一个国家的领
袖，他拒绝了这份真诚的好意。在文件上，毛
主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
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
上。可这些衣物呢？一个把儿子的毛巾和袜子
都视若珍宝的父亲， 真的就不想让儿子回到
祖国、回到他的身边吗？

不!他思念岸英 !像天下每一位失去儿子
的父亲一样， 他一次又一次把这些衣物一件
一件拿出来，轻轻地抚摸。这些衣物上，是否
也浸染过一位父亲思念的泪水？

毛主席抚摸着这些衣物，思绪万千，儿子
短短28年的一生历经了多少磨难：

年幼就和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曾
在上海街头流浪五年;�
� � �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刻苦学习， 在苏德战

场英勇作战;�
� � � �在全国各地学工学农， 在北京香山他们
促膝谈心……

这一幕幕都让他痛彻心扉。 可他从未对
任何人提起，陪伴他的只有这几件衣物。

———人生之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获
知噩耗沉默的那一刻， 毛主席内心深处忍受
的是怎样的悲痛?谁能想象，在北京中南海，这
位年过半百的父亲度过了多少个睹物思人的
不眠长夜!�
� � � �谁又能知道，毛主席无私博大的胸怀，深
藏的父爱是多么绵远，多么深长!�
� � � �胡蓉慢慢讲来， 将毛主席从一个伟人还
原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平凡的父亲。这样的
讲述走进了学员心灵的深处， 这样的讲述也
最为打动人的心扉。

讲者深情， 听者动情， 许多人流下了热
泪。

“毛主席的精神， 多少代都不
过时”

思潮翻滚、泪在眼帘、心潮涌动、激情再
燃。

12月7日至8日，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12
月9日，河北地质大学党性教育培训班就在韶
山开班。

12月9日， 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河北地质大学党委书记李军就坐在第一
排听了胡蓉的课程。课一完毕，他在稿纸上
写下了十六个字的感想。李军告诉新湖南客
户端记者，他前后三次来过韶山，这次听了
胡蓉的课程，他感慨良多：“毛主席的精神再
一次打动了我，毛主席的精神，多少代都不
过时。”

彭洁，岳阳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省
委党校2016主体班处三班学员。12月8日上
午，她在韶山听了胡蓉的现场教学，电话中，
彭洁向记者描述现场听课感受时又一次热泪
盈眶， 回到单位， 她就召集单位党员开会学
习。彭洁说，听了这堂课，她最大的感触就是
领导干部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我们要
知道我们党成立之初的理想和信念， 我们要
知道，我们为什么出发。

“主席一件衣服打了70多个补丁还在
穿，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正在省委党校
学习的湖南建工集团北方工程局局长蒋建
良说：“主席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是我们
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教育最好的教
材。”

“现在想起来，都还要流眼泪。”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刘海洲学员说， 胡蓉讲课最大的
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声情并茂。“作为一名人
民法官，更应坚持不忘初心，牢记司法为民宗
旨，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刘海洲说。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记者 胡信松）
今天，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胡衡华
在华菱集团湘钢调研国企党建工作时指
出，要深化认识，从“四个结合”方面着力，
加强国企党建。

在华菱集团湘钢举行的国企党建工
作座谈会上， 湘钢党委书记介绍了公司党
建工作的做法，他们突出“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
核心作用，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突
出“党政合种一块田，奋斗争先创绩效”，把
党建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为企业发展增
添动力。今年1至11月，实现销售收入372
亿元， 企业整体盈利2.43亿元。6名来自企
业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及一线党员谈了如

何加强党建工作的认识与建议。
胡衡华对华菱集团湘钢的党建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深化认识，与
时俱进，认真学习、准确把握、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不断总结提升在新形
势下加强国企党建工作的好经验与做法；
要从“四个结合”方面着力，以加强和改进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把党建主体责任与生
产经营目标结合起来， 把思想政治工作与
业务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把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与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把从严治党与企业的严格管理结合起来，
使国企党建与干部队伍管理、 改革发展等
工作相互促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湖南日报12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子晟） 今天下午，在《畅想未来》
的舞蹈中，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南
赛区） 暨第三届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拉开
了颁奖仪式的序幕。 副省长向力力来到颁
奖现场， 代表省政府向获奖企业和团队表
示祝贺， 并寄语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创
新创业者： 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科技
创新大会精神为指导， 紧紧围绕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献智出力、埋头实干、奋勇
争先， 为加快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
略，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
斗。

据悉， 本次大赛由省科技厅、 省财政
厅、 省教育厅、 团省委和省工商联共同主
办，共吸引了1365个项目报名参赛。长沙
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洛梵狄
科技团队分获企业组和团队组一等奖。10

家企业和团队分获二、三等奖，104家企业
和团队获得优胜奖。 株洲壹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了最具人气奖， 长沙天仪空间
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获得了最具投资机
构青睐奖。 同时，19个项目在国家六大行
业总决赛中获奖，获奖数创历史新高。

省科技厅厅长童旭东介绍， 本届大赛
加大了对获奖企业和团队的支持力度，对
符合省科技计划立项支持条件的予以一
定额度的立项支持。 大赛吸引了省内外
150多家投资机构、300余名投资人参与赛
事评审和投资洽谈。目前，已达成了6.67亿
元的投资意向，到位投资7500万元。长沙
银行储备企业客户120余家，意向授信2亿
余元，已完成授信5100万元。

颁奖仪式上， 长沙银行及投资机构与
部分企业分别签订了授信协议和投资意
向协议。

湖南日报 12月 15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今天，长沙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决定， 任命陈文浩同志为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接受
胡衡华同志辞去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职
务的请求。

好家风要代代传
———部分家庭谈“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一堂什么样的党课，
让那么多党员干部泪流满面?

胡衡华在湘钢调研党建工作时强调
“四个结合”加强国企党建

第三届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颁奖
向力力出席

陈文浩任长沙市代市长

� � � �一位80后女讲解员，一堂两个半小时的党课。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宣教部副部长胡蓉一堂题为“睹主席遗物、学伟人风范、做合格党员”的党课，半年之内，200多次

演讲，让参加省委党校学习培训的处级干部、让参加“两学一做”学习培训的高校教学骨干、正值青春的大学学子泪流满面。
是什么样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度共鸣？
是什么样的细节，触动了心灵最柔弱的地方？

12月9日上午，韶
山干部培训学院教室，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宣教部副部长胡蓉
正在讲课。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