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塘区组织开
展道德模范进社区
故事汇巡演活动。

雨湖区金庭学校
开学典礼搬上街头。

凡人善举 文明市民成就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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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明的市民，就没有文明的城市。 市民的思想道德
素质是城市文明的灵魂。

欲建“文明城”，先育“文明人”。 一直以来，特别是在创文
工作中，湘潭市将提高市民的素质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从一点一滴做起，在教育中培养，在实践中塑
造，在管理中强化，在环境中熏陶，使市民素质在创建中得到
提高和升华。

一个人的善行义举，不仅会使其自身绽放光彩，也会让
城市增加芬芳。

近年来， 湘潭市涌现出
了“最美导游”文花枝、“孝老

爱亲”模范杨怀保、“板
凳妈妈” 许月华、
“爱心爷爷”赵在

和、“向日葵女
孩” 何平等
全国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
获得者 ，形
成了“道德
模范” 湘潭
现象。

让人动容
的行动，折射出

了内心的高尚无
私，令人敬佩。一花一

世界，从这些“莲城百姓”
的身上， 看到了湘潭人那种朴

素的道德情感和执着坚守的担当， 也正是这种情感和担
当滋养着红色热土的人文品质和文明之花。

文明之花的不断绽放， 必有道德沃土的滋养培
育。 在创文工作中，该市注重发掘典型，用群众身边的
道德榜样来引领社会风尚，推出了一批批先进典型，
使崇德向善、学习先进在湘潭成为新风尚。

以评选表彰第三届湘潭市道德模范为契机，
深入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力争通
过“拉网式”和“地毯式”搜寻，充分挖掘在平凡人
群中的先进典型，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和网
络等，大张旗鼓地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近年来，该市通过开展道德模范巡讲，向社

会宣传好人事迹，用身边的好人感召人们见贤思齐。 特别是注
重发挥全国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树立群众愿学、肯学、想学的
好典型，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各自的工作中学有标准、赶有目标、
行有榜样。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凡人善举，充分说明该市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硕果累累。 这些凡人义举就如一支支
点亮的蜡烛，不仅让人满目光明，照亮了每个人的前行之路，
更温暖了一座城，让湘潭处处充盈着正能量。

与此同时，该市不断提高全市志愿服务工作水平。 为提
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湘潭市依托专业组织和企事业单
位，成立了司法志愿者、医疗志愿者、心理咨询志愿者、城管志
愿者、维修志愿者、救援抢险志愿者等 10 支专业化的志愿者
团队。 同时，在毛泽东故居、东方红广场等人流密集地区，设
立了地标性志愿者工作站，如东方红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面
积达到了 30 平方米， 服务设备一应俱全。 这些工作站的设
立，大大提升了志愿服务工作的形象，将志愿服务的旗帜插
到了人群最密集的地方。

道德与文明要从娃娃抓起。 该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将其作为提高公民素质、创建文明城市的基础工程，常
抓不懈，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网络。

面向青少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礼仪养成教育。 为
帮助未成年人在日常行为中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
实践体验，促进知行合一，湘潭市定期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义务劳动、“小手牵大手”、小主持人大赛、扶贫济
困、环境保护、微义工等活动。 湘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校园”的经验与做法也在全国得到推广。

此外，湘潭市积极开展“清明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向国旗敬礼”等“我的中国梦”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加
深未成年人对“中国梦”的理解，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文明礼仪
教育等融入教育实践中，涵养未成年人道德情操。

为树立和宣传“美德少年”先进典型，充分展示湘潭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果，湘潭市开展了“美德少年”评选活
动，每年评选“爱国孝亲”“敬业乐学”“诚信明礼”“友善助人”
等 4 个方面的“美德少年”，形成身边榜样活动常态化。 为在
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湘潭市还组织了多场“美德少
年”优秀事迹宣讲会，让“美德少年”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行
为的楷模。

一系列以提升市民素质为主旨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
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每一个社区、企业、机关、学校、家庭，文
明的硕果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不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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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辉 蒋睿

11 月 14 日， 一份来自中国文明网的
榜单令整个湘潭上下为之沸腾：《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
称号的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上， 湘潭
市、韶山市双双跻身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14 年创文，圆梦今朝！
回首来路，几多风雨，几多艰辛，几多

收获，几多喜悦。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
程上，湘潭一直努力奋斗着，执着追求着。

这些年，湘潭市以城市环境为起点，洗
路洁城、 文明出行……一系列文明创建活
动向社会各界辐射， 润物无声地改变着市
民的生活。

这些年，百万莲城百姓同心协力，争朝
夺夕，共建共享，为创文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文明之花在湖湘大地绚烂绽放。

这些年， 文明创建融入到了城市 “肌
理”，融入到百姓生活，与经济发展及民生
改善同频共振。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是为一个城市凝聚昂扬向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助推着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的
文明素养。 当这份文化素养日益厚重，人们将因为文
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

近年来，湘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
本，紧紧围绕提高城乡文明程度的目标，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彩、扎实有效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湘潭
加快“两个率先”、建设幸福湘潭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
撑和精神力量。

24 字核心价值观、中华二十四孝图、社区文明公
约……走进岳塘区建设路街道曙光社区， 绿树掩映
下，一条 300米的宣传长廊十分壮观。走近细看，里面
不仅涵盖了“24字”核心价值观，还将《弟子规》、《三字
经》、二十四孝图等也创造性地融入了其中。“美观、漂
亮，看着这些图文并茂的宣传，给人精神上的共鸣。 ”
市民张先生说。

自该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一组组以创
文为主题、展现文明新风尚的公益广告，出现在莲城
的大街小巷和几乎每一处公共空间，并成为城市
中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在给市民带来
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让市民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文明的熏陶， 切身感受到创文的热
潮。

其中，重点在“融入”上下功夫，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充分利用商家 LED显示屏、道
路护栏、工地围栏、各类服务窗口、大中
小学校等数十类宣传阵地，扩大宣传覆
盖面，户外公益广告宣传基本实现“市
民走到哪里， 精神文明宣传就跟到哪
里”。

不仅在数量上增多，在形式上也不断创
新， 更加注重与周围环境和人文特征的结合。
城市中，更多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公益广告；外观
上，呈现出书卷、灯笼、中国结等各种富有传统特色的
形状，配以不同风格的精美画面，成为城市中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体是群众，
关键则在行动。 多年来，该市始终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社会，面向群众，以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
引导群众参与， 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

最美村庄、最美家庭、文明户、清洁家园等主题活
动蓬勃开展；十大好女婿、好媳妇评选活动中，好儿
女、 好婆媳、 好夫妻层出不穷；“文明餐桌”、“文明旅
游”行动，让文明用餐、文明出游成为了人们的自觉行
动……就在这一次次既接地气又富创意的活动中，人
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空前高涨。

此外，作为伟人故里，该市还十分注重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
要作用，红色经典情景歌舞剧《日出韶山》、大型现代
花鼓戏《特别支部》、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等经典作品，“百万妇女唱红歌”、“爱国报国，圆梦
中国”、“学党史、感党恩”知识竞赛、社区红歌会等主
题活动，让广大群众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不断增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惠民是第一任务。只有把“惠民”作
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遵循，才能让老百姓成为“创文”的
第一受益者。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创文伊始，湘潭市委、市政府就明确了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的理念。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让创建成果惠及百姓民
生，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创文带来的明显变化，不断提升幸福
感、获得感。

创文的落脚点就是让百姓受益。 在市领导心中， 群众
的难心事就是“创文”的头等事；市民急需的，政府就要立即
着手解决。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利益”，都与其自身的日常生
活有关。为此，湘潭市坚持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成果，将推进创建工作作为落实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让
群众切实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受益。

据统计，近 5年来，全市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均在一半以上， 社会保障为民生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
时，湘潭市大幅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位居全省第二，社会救助水平也保持全省领先。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交通设施“更上一层楼”。 3年来通
车高速公路由 4 条增加到 7 条， 新改扩建主次干道近 50
条共 200 多公里，完成湘江风光带建设 19.2 公里，构成全
国地级市最密集的公路网，火车站南广场、沪昆湘潭北站广
场、长株潭城际铁路站场按期投入使用，湘潭以全新的姿态
迈入普铁、高铁、城铁“三铁时代”，打通了城市道路堵点 19
个，极大地提高了交通的承载力。

城市环境美轮美奂，诗意湘潭更加宜居宜业。新建社区
公园 36 个，新修农贸市场 5 个，完成了建设路等多条城市
主次道路临街立面整治和 100 多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公
共配套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19 家机关院落完成拆墙透绿
并向群众开放，53 个物管盲区实现物业管理覆盖， 共享单
车、共享汽车遍布全市，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城乡统筹步伐持续加快，城乡发展更趋均衡。全市城镇
化率达到了 58.6%，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花石、
棋梓、银田等 3个特色镇和梅林桥城乡统筹示范片、姜畲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推进良好， 昭山七星村荣获中国十大乡
村建设优秀探索奖和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 设施的建设和
完善，一改过去湘潭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滞后的局面，
使得湘潭的城市品质和品位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很多困
扰湘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都迎刃而解。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回首来路，我们品尝
喜悦，总结创文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文明创建不仅打造
了城市的“筋”与“骨”，培育了城市的“灵”与“魂”，更凝聚了城
市的“血”与“肉”，带来的是城市品质和文明素质的持续提升。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不懈追求，永无止境的幸福接力，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对照全国
文明城市的新坐标，湘潭人民将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在逐
梦之旅上步履稳健，驰而不息地打造新时代的文明之城！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三十六

全市人民 14 年的梦想今天终
于成真，这既是艰难的过程，也是丰富

的实践，大家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劳动与艰辛
我们永远铭记。 尽管湘潭成功获评了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功，新的

任务、新的使命正在等待着我们。 下一步
要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一如既

往。

湘潭市作为此次全省唯一获
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市州 ， 这一荣

誉属于全体市民。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获
评全国文 明城市不是终点 而是全新的起
点 ， 今后我们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努

力，把湘潭发展成更为宜居宜家
的美好家园。

共建共享 创建成果惠及万千百姓

润物无声 培育崇德向善好风尚
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炯芳

湘潭市委副书记
市长

谈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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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经开区
万人创文大行动。

湘潭高新区在社区广场打造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景观。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