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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姚广苏 李英姿

一个个舞蹈演员身披红色战衣， 精神抖
擞地挥动着手中长剑， 尽显战士出征时的豪
情……近日，衡阳市举办“衡阳记忆·兰台颂
歌———档案与文明同行”大型文艺汇演，用档
案解读衡阳历史变迁，再现衡阳光辉岁月，坚
定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信心。

市民是城市文明建设的主体。 近年来，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 衡阳市把提升市
民素质作为重中之重， 采取灵活方式开展多
种活动，取得了好的效果。

以传统文化熏陶人
6月6日，衡阳市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

座第94期举行。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颜爱民
教授以《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文化自信》为题，
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引起现场数百名
听众共鸣。

近两年来，衡阳市为弘扬国学经典，传承
传统文化， 培育文明新风， 在全市组织开展

“船山故里·国学飘香”系列活动。 活动分为国
学讲座、国学征文、国学竞赛、国学展示4大板
块，学习国学经典，讲好衡阳的名人名事、名
山名水、名城名篇，激发市民知衡阳、爱衡阳、
赞衡阳的热情。 目前， 全市已举办国学讲座

2000多场，受众达到200万人次。 刘和平、阎
崇年、王立群等文化名人先后来衡阳作讲座。
同时，“才高八斗” 国学知识竞赛、“学用国学
精华、给力衡阳发展”征文、“互联网+国学”高
峰论坛等活动，参与者超过了200万人次。

去年3月，衡阳市又启动“相约文明”市民
学习系列活动。 以讲故事的形式，引导市民讲
文明、改陋习、树新风。 目前，全市共组织100
名优秀培训师巡回讲课1000多场次，50多万
市民受到教育。 同时，组织拍摄市民素质教育
专题片，通过广泛宣传，寓教于乐，让市民从
中受教育、得启发。

以志愿服务引领人
“作为志愿者，要让广大群众认识到非法集

资的危害性。 ”5月27日，衡阳市石鼓区“防范非
法集资·我志愿、我行动”主题宣传日活动在莲
湖广场举行，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陈新华向大家
发出倡议：远离非法集资，维护自身利益。

为激发广大市民参加志愿服务的热情，衡
阳市出台《志愿者工作实施意见》，推出星级
志愿者优先推荐参加评优评先、 企事业单位
录用人才时享受优先待遇等激励措施。 同时，
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扩大志愿服务
影响。 如制作志愿服务公益宣传片，在当地媒
体开辟专栏定期播放， 帮助市民深入了解志

愿者工作的意义。
目前，衡阳市在线注册志愿者近70万人，注

册志愿服务团队1935个。去年，全市组织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上万次，30余万人次参加活动。

以先进典型带动人
南岳衡山景区近日开展免票活动， 向现

场参加活动的全国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颁
发终身免票卡、赠送南岳寿茶，并首次宣布，
景区对全国道德模范及“中国好人”终身免门
票开放，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一个道德模范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先进典
型就是一面旗帜。 近年来，衡阳市深入开展学
习道德模范、宣传道德模范、关爱道德模范系
列活动。今年，市里拿出专项资金近20万元，走
访慰问了11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在全市营
造学好人、讲道德、当模范的浓厚氛围。

衡阳市还连续举办了4届道德模范暨“身
边雷锋、衡阳好人”评选表彰活动，并广泛开
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评选，共评选出
各类道德模范160人。 已有20人入选“湖南好
人”、11人入选“中国好人”。

同时，衡阳市深入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小区）等创建活动，以点带面推动群众
性精神文明建设。 去年来，共评选出各类市级文
明单位129个，新增全国、全省文明单位70个。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艳 韩爽）今天，岳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毒品案件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
称，毒品犯罪组织化、网络化特征明显，个
案所涉毒品重量不断攀升，“公斤级” 以上
的毒品犯罪较为常见， 且大多数涉毒犯罪
人员被判处重刑。

发布会上， 发布了4件毒品犯罪典型
案例,其中吴某权等9人贩卖与运输毒品、
非法运输枪支、 非法持有枪支案最为典
型。 2014年3月至7月间， 被告人吴某权、
蔡某顺、 赵某雷等人单独或共同贩卖、 运
输毒品甲基苯丙胺 （俗称“冰毒”）， 共计

19公斤。 其中， 吴某权非法运输枪支一
把， 赵某雷非法持有枪支一把。 据此， 法
院一审以贩卖、 运输毒品罪及非法运输枪
支罪， 合并判处吴某权死刑； 以贩卖、 运
输毒品罪， 判处蔡某顺死刑； 两人均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7人分别被判处13年以上有期徒刑至
死缓等不同刑罚。

去年6月至今， 岳阳市两级法院共受
理毒品犯罪案件288件、 涉案人员302人。
其中，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32
件、 涉案104人， 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死刑的犯罪人数占比超8成。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刘昱林）今天上午，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吉首召开打击
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 通报一年来全州法
院涉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 并通报3个
典型案例。

据介绍，2016年6月以来，自治州两级
法院共受理各类毒品案件256件，审结226
件，判处刑罚327人。 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
期徒刑55人，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9人。 一
直以来， 自治州两级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

严惩处毒品犯罪，对毒品犯罪数量大、主观
恶性深的犯罪分子，严厉打击，该重判的坚
决重判，直至判处死刑；对于具有自首、立
功、偶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
犯罪分子，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
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切实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的3个典型案
例分别是：林某裕等12人贩卖、运输毒品，容
留他人吸毒案；柳某坚、杨某冬贩卖、运输毒
品案；罗某勇等10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周俊 严文郁）
今日，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集中公
布9起涉毒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让市
民更直观了解毒品危害。

世界禁毒日前夕， 娄底市法院系统集
中开展了打击毒品犯罪、 开展禁毒宣传专
项行动， 全市两级法院集中宣判涉毒案件
51件，掀起了打击毒品犯罪的高潮。 在集

中宣判过程中，两级法院还利用审判资源，
采取以案说法、以案释法等方式，组织社区
群众、在校学生旁听庭审，通过法官析法和
以案讲法的形式， 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其
中，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禁毒宣传进
基层活动， 组织法官到院校开展禁毒知识
讲座，直播典型涉毒案件庭审，扩大禁毒宣
传影响。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上午， 省直书法家协
会的15位书法爱好者来到省新开铺强制
隔离戒毒所， 以“书韵墨香” 文化帮教的
形式， 坚定戒毒人员戒毒信心。

来自国防科大、 省安全厅、 湖南日报
社等单位的老同志参加了此次活动。 老同
志们参观新开铺强戒所， 并与30多名戒

毒人员座谈， 语重心长地告诫戒毒人员，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嘱托他们要坚定戒
毒信心， 树立人生目标， 慎交友， 培养兴
趣爱好， 这样才能跟毒品彻底隔绝。

随后， 老同志们挥毫泼墨， 写下意
蕴深长的经典名句， 告知戒毒人员人生
哲理， 坚定他们走好人生路的信心和决
心。

文明花香飘雁城
———衡阳以“创文”推动市民素质提升

禁毒宣传
6月26日，工作人员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当
天，龙山县举行“禁毒之
声·唱享健康”暨“6·26”
国际禁毒日主题系列宣
传活动。 3000余人参与
活动，共同宣誓坚决抵制
毒品。

张军 彭杰 摄影报道

岳阳中院重拳出击
“公斤级”毒品犯罪

自治州中院披露涉毒案件审理情况

娄底中院以案说法宣传禁毒

省直书法家协会到新开铺强戒所帮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