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名著是经过时光和前人检验的经典，是
一代又一代人不能舍弃的精神食粮。 但你还
在啃一本满纸文字的名著吗？以“最少的钱买
最好的书”立社的岳麓书社已经让名著活起
来了，它们有声音有视频甚至有VR，听、看、
读，带你进入名著立体化阅读新时代。

4大名著可读可听可看
众所周知， 岳麓书社4大名著的出版一

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上世纪80年
代，在全国各大出版社近20个版本中，岳麓
书社秉承“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保证质量
同时， 千万百计在字体和排版上下功夫，出
版过图文本、评点本、拼音注释本、大字本
（方便老年人）、线装本等，因价格优势明显，
4大名著销售了3000多万册。

随着数字化阅读冲击纸质图书，听书也
成为了潮流，岳麓书社人思考：我们能为4大
名著做些什么呢？据该社数字出版项目部负
责人皮朝霞介绍，2009年，岳麓书社就为4大
名著数字化出版立项，为找到最权威的视频
讲解和专业演播人选费尽功夫，因为讲解要
深入精辟，演播不是朗读，而是角色的精准
演绎。最后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
教授全方位视频讲解，由“小喇叭开始广播
了”俘获无数听众的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曹
灿演播《西游记》经典章节，电视剧里为武则
天、孝庄太后配音的晏积瑄演播《红楼梦》、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顾威承包
《三国演义》精彩片断、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教授演播《水浒传》精华。各种前期准备，直
至2012年才开始录播，录播时，又发生演播
《西游记》的曹灿几度重病住院等意外。精品
是磨出来的，2016年8月， 可听可看可读的4
大名著终于出版。

200多个视频讲座，300余个小时的音
频，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无需关注就可直接
打开，可看可听可读，4大名著活了！定价仍
然是“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全套98元。
2016年8月上市至今，销售突破20万套。读者
反馈，上下班途中的堵车时间竟成了听名著
的享受时光。

但4大名著还在变。2017年8月， 岳麓书
社又在视频、音频的基础上加上了VR，《西游
记》里可身临西安大雁塔，《红楼梦》里看大
观园实景，《三国演义》可游览武侯祠、《水浒
传》 里你一眨眼到了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这

可神奇了，一下子，VR版4大名著销了2万套。

立体变脸：贴心服务中学师生
2016年8月，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突然发

现，社里出版的《镜花缘》《湘行散记》销量成十
倍增长。他追根溯源：原来从2016年起，教育部
编写的初中语文教材名著导读里选入了这两
本书。初中3年，学生们需阅读36本名著。

湖南还没出过语文教材指定的名著，岳
麓书社不能袖手旁观。蔡晟接下了重担：要做
就做与别的出版社不一样的、 孩子们甚至家
长和老师最需要的名著导读。

有了先前多元立体的4大名著出版基础，
蔡晟和团队拿着全国第一批版权经纪人的证
件，四处谈名著版权授权，同时找名家讲名著
和著名播音员演播名著精彩片断。 邀请到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 四川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领域的
教授、博导，专门为新版语文教材中推荐阅读
的名著进行讲解。如《镜花缘》请北师大古典
文学博导郭英德教授、《骆驼祥子》 就请现当
代文学博导李怡教授、《白洋淀纪事》 的讲解
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孙犁研究专家杨联芬女士
等等。2017年2月最先出版《骆驼祥子》和《海
底两万里》，刚一面市，便被抢购一空。接着又
连续出版了《湘行散记》《朝花夕拾》等9本“名
著导读” 名家讲解版（年底将付印另8本名
著）。供不应求，不断加印，至11月底， 9本名
著发货50万册。

岳麓书社不仅为“名著导读”立体阅读版
定了平装版20元左右、精装版25元左右的较
低价格， 还免费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增
值服务。他们创立了“名著阅读”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更新，每周有小测试，有答案解析；建
立“名家讲名著全国语文教师精英群”，在群
里，原创设计的课件和朗读示范音频、拓展阅
读资料包等供教师免费下载， 老师们自发分
享教学成果，踊跃提问，名校校长即时解答，
几乎成为了新版语文教材的教师网络培训。
此外， 每个学期还出
了一本必读名著自测
题库， 也是
免费配套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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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
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关键是
我们党要全面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葆旺盛生
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党的十九大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着眼“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目标，提出了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 作出了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战
略部署， 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

顶层设计， 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基本遵循。

96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
民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
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注重
加强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进入新时代，要更好肩
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更好应对“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 我们党就必须做到自身始
终过硬，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首
先就要深刻把握党的建设各项新要求。 深入
领会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中， 为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深入领会
“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略尤其是“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两条的
重大意义，把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 这一重大政治原则的时代内
涵和“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这个党最
鲜明的品格； 深入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的丰富内涵， 紧紧抓住加强党的长期执政
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个主线，抓
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统领， 抓住坚定理想信
念宗旨这个根基，抓住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这个着力点。对各项新要求理解得
越透彻、领会得越深入，才能越坚定自觉地贯
彻，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就要认真落实八个方面重要任务。党的十

九大报告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明确要
求，我们要结合实际全面贯彻，尤其要注
重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方面。突出政
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
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作为第一项重要任务予以部署，就是
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
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
性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灵魂，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
的指导思想。 只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才能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伟大的事业
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
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
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
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载11月6日《人民
日报》）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若干规定》， 日前，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
见》。

《意见》指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
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
重大成果，凝结着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
经验和优良传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 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
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系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
命运。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

上、制度上、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提供坚强保证， 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
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意见》还对全军各级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九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11月1日至4日， 中宣部
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深入学习
领会大会精神， 培训地方宣讲骨干， 对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工作作出安排。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领
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 听取了中央宣讲团首场宣讲
报告， 并就创造性开展基层理论宣讲工作， 进行了经验
交流和深入研讨。 大家认为， 党的十九大是我们党的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取得的政治
成果、 理论成果、 实践成果， 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重
大创新举措， 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
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指引。

大家表示， 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要坚持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意义、 历史地位、 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和
实践要求，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大家表示，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和部署， 认真组织好面向基层的面对面、 互动化宣
讲， 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 工作实际， 注重
问题导向、 注重解疑释惑， 回应干部群众关注关切，
进一步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讲清楚、 讲明白， 让老百姓听得懂、 能领会。

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有关负责同志、 讲师团长、 理
论处长，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典型代表参加了研讨班。

学习领会大会精神
培训基层宣讲骨干

中宣部举办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012,3456
789:;<,345=>?@A8BCDEFG,34
58 HIJ745 !"#$ K8 LMN.,OPQ %&$$ R
ST

UVW=>XYZ[T 1\VW]^_`$abVc
defg$hi45jklmnopq,VWroi7s
=>tuv;<Vcswxyz{8|}~�q,���

U�E��X���T ������8m��s45
�v�����������@m��8�~���y�
�� v¡¢m@£/¤¥v�E¦§¨©v~ªL«@
m¬M®¯T

Ui7@mX°_�T ±F²³´u®¯µ¶8·4
5¸¹º»¼;½¾v¿À=G�¯vÁÂÃÄ=>Å,¶6
7��Æº»ÇÈ½¾vÉÊ45ËÌv12Í�ÎÏÅÐÑ
��Æº»ÒÈ½¾v;<ÃÄÓÔvÕÖ×:ØÙ�

!��� ��" #����#

!"#$%&'()*+,-$./012

! ! ! ! !"#$%&'()*+,
-./01.234.567.89
:.;<=.5>?.@AB.CD
E.FGH.I<JKLMNO "#$%
P $$Q $&RST,-UVWXY
Z[\]^_`]&ab '.( `
acdefTgh ij ")$%P $$
Q $&RSkT,-UlfTgmh
noYpq,-mrstuvow
MNfTxymzu{

|}~�
!"#$%&'()*+,-.

!"#$ / ## 0 % 1

!"#$%&'()
&*+, !-".)+,

/0123456789: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喻阳

晨风激起浪花，洞庭湖慢慢苏醒。11月
4日一大早，言跃进像往常一样，从洞庭湖
大桥附近的港口服务码头出发， 驾着标有
“岳环水域保洁01” 字样的船只朝湖心进
发，去打捞湖面的垃圾。

“岳环水域保洁01”号是个庞然大物，
船长10米、宽3.8米，作业长度16米，船头近
水处有一个传输带，船身是个垃圾储存箱，
专“吃”垃圾。“这是洞庭湖第一艘全自动水
上垃圾打捞船，才投入使用一周。”谈及它
的作用，言跃进说，“满负荷作业，每天可打

捞约30吨垃圾，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
减轻了劳动强度。”

生怕记者不信， 言跃进与同事肖文配
合作业。船到之处，白色垃圾大都被吃进船
“肚子”里，水面变得洁净。言跃进坦言：“政
府越来越重视洞庭湖环境治理了。 我所在
的岳阳市中心城区水域环境卫生管理所，
是市环卫局根据省、 市关于洞庭湖水环境
综合治理有关文件精神， 于去年10月组建
的，主要负责洞庭湖、东风湖等岳阳市中心
城区‘五湖一河’水域及岸线保洁、船舶废
弃物收集清运等工作。”

“老言，今天星期六，岳阳楼景区游客较
多，请来这边水域帮忙。”中午时分，接到市中

心城区水域环境卫生管理所副所长葛武华的
指令，言跃进调转船头，一边朝目标水域进发
一边作业。 至16时许， 垃圾储存箱垃圾已过
半。 葛武华介绍说：“管理所实施的是分片巡
查考核，还有12艘小型垃圾打捞船，每天坚持
对责任水域实施定时打捞、巡回保洁、拦截保
洁等多种方式保洁作业。”

17时许， 岳阳市中心城区水域环境卫
生管理所所长周辉前来督战，了解“岳环水
域保洁01”的运行情况。周辉信心满满：“管
理所今年来共清理水面生活垃圾等1万余
吨。 今后将按照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推进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力量，助力管辖
水域环境改善。”

洞庭湖上“清道夫”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廖胜华 )“榨菜土工腌制污染的老大
难问题， 终于得到了有效解决。”11月4日，
南县武圣宫镇党委书记卿云如释重负地对
记者说， 该镇最后一个土工腌制榨菜池已
被填埋。

武圣宫镇是远近闻名的“榨菜之乡”，
常年种植榨菜面积1.2万亩， 年产量3.6万
吨，是当地主要冬种作物。可随着洞庭湖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加强， 榨菜土工腌制
污染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据了解， 武圣宫镇所产榨菜大多采用
传统土工腌制，共有大小土工腌制池400多

个，年腌制加工量达3.3万吨，产生大量废
水。

榨菜土工腌制对洞庭湖生态环境造成
了污染， 但进行整治又将触动榨菜种植户
的切身利益。为寻求有效的整治方式，武圣
宫镇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 镇干部分片包
干，到联系点进行深入宣传发动，先后召开
4次村民代表大会，印发宣传单1000多份，
组织举办有关法规知识讲座7场次，做好群
众思想工作。镇里先后投入13万多元，组织
2台大型挖机、10余台渣土车，从外河取土，
免费对全镇200多个大的土工腌制池进行
填埋，其余小的腌制池由群众自行填埋。同

时， 开辟集中腌制区， 按要求进行规范建
设，装置了地磅等便利设施。

榨菜腌制大户唐国民每年腌制榨菜
600吨，这次3个土工腌制池全部被填埋。他
对政府整治、 疏导并行的方式完全接受与
支持。他说:“今后我们的榨菜可以送到集中
腌制区腌制。”尽管腌制池被填埋，唐国民
还是一脸轻松。

“今后，我们还要上环保设施，做好环
评工作。”卿云表示，镇里会出台长效管理
办法，实行镇、村、组联动，建立定期环保巡
查机制，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在做好环境整
治的前提下，将武圣宫榨菜产业做大做强。

武圣宫镇填埋土工腌制榨菜池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陈薇）11月4
日，由长沙市文联、湖南省女画家协会、湖南
省美协水彩水粉画艺委会、湖南快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玩美———湖南女画
家五人水彩作品展” 在长沙纸本艺术馆举
行。

作为长沙市文艺创作重点扶持项目，本

次画展共展出殷俊、李洁、孔果、陈繁、蒋正
杨等5位女性艺术家的不同艺术风格水彩作
品近百幅。她们以玩味、乐在其中的心态创
作的绘画，流露出对自然、生命、生活热爱的
情怀。这些作品散发出女性特有的、柔美如
歌的婉约气息，展现了女性水彩画家淡雅却
灵秀、诗意或梦幻的内心。其中，殷俊运用多

种手法营造出动感画面与母性情怀，李洁以
独特视角呈现花与影的缠绵演绎，孔果将含
蓄褒奖隐藏于朦胧形色里，陈繁尝试将果敢
肯定的轮廓与肆意水色交融，蒋正杨则对原
野与人文展开诗意的遐想。

策展人坎勒称，人的内心都是追求美的，
5位参展艺术家意在一个轻松的氛围把“美”
呈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大家都是为美而
来。湖南省女画家协会主席谢丽芳认为，女性
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世界和生命。

据悉， 本次画展将持续于11月10日结
束，免费对公众开放。

文化视点

名著进入立体化阅读时代

“湖南女画家五人水彩作品展”
长沙开展

制图/张杨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黄乙珊）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2017年湖
南省中学生“英才计划”宣讲会上获悉，国家
中学生“英才计划” 首次在我省开展试点工
作，拟定在我省省级示范性中学雅礼中学、长
郡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第一中学挑选

学科拔尖学生，由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推荐导
师并提供校内优质资源对学生进行培养。

据悉，中学生“英才计划”由中国科协、
教育部于2013年启动， 先后在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20所重点高校共同开展试点工作，
旨在从全国各地的优质高中选拔一批品学

兼优、学有余力，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
计算机方面具有浓厚兴趣、具有创新潜质的
中学生走进大学。截至目前共有20所试点高
校推荐导师347位， 其中院士37位。3年来该
计划共培养了1755名优秀中学生，激发了他
们的科学兴趣，使他们初步掌握了科研基本
方法。第一批中学生“英才计划”培养的学生
中，有66%考入“985”高校，10%进入“211”高
校，10%到欧美著名高校学习，多数学生是在
中学生“英才计划”中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继
续发展。

中学生“英才计划”
首次在我省开展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