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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 都如同点亮一支
精神的火炬。

今天， 12月13日， 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
生80周年， 也是第4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今天， 我们以国家的名义， 祭奠30万死
难同胞！

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才会懂得和平“受
益而不觉， 失之则难存”； 体会过民族危亡
的切肤之痛， 就会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于国
民的重要意义。

南京大屠杀的黑暗历史已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人
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
的抗日斗争中， 中国人民付出了3500万人伤
亡的沉重代价。 被誉为“鱼米之乡” 的三湘
大地也曾惨遭日军屠戮。 从1938年日军入侵
湘北到1945年8月投降， 262万三湘儿女无辜
受难， 其中92万人惨遭屠戮。 震惊中外的
“厂窖惨案”，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毒气战，
以及“无差别” 的狂轰滥炸， 致使三湘大地

“无街不戴孝， 到处是狼烟”。
“我希望， 人们记住的， 不仅仅是死难

者的数字， 更应该记住的是那段民族耻辱的
历史。” 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处长朱
柏林说，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 才能更好开创
未来。 南京大屠杀公祭， 宣示着中国人民铭
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
坚定立场， 庄严表达着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崇高愿望。

铭记， 不只是民族的悲怆， 还有落后必
亡的训诫； 纪念， 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
只为坚定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无论是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地南京， 还是
全国各地； 无论是曾烽火硝烟的各抗战纪念
地， 还是各网上抗战纪念馆……今天， 人们
以各种形式沉痛祭奠， 深切缅怀。

娄底市政府在娄底中心城区孙水公园举
办纪念南京大屠杀大型图片展， 市直单位干
部职工、 部队官兵、 各界群众、 学校师生代
表等先后来到活动现场， 怀着沉痛悲愤的心
情观看展览， 深切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
的死难同胞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英勇
献身的革命先烈。 市民张先生说， 为了避免
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必须在铭记历史中砥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 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为人类持
久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郴州市政府法制办、 文化路社区等单位
纷纷组织收看国家公祭仪式直播， 广大干部
群众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
资兴市委宣传部干部焦波说，历史告诉我们，
落后就会挨打；也告诉我们，民族生死存亡关
头需要强大的凝聚力；更告诉我们，热爱和平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永兴县群众黄永强表
示， 牢记历史并不是让我们沉湎于过去的苦
难，而是让我们从苦难中吸取教训。

“我的战友， 你们为国殉难， 化成了抗
战胜利果树下的泥土， 后人会永远铭记你们
的。” 在邵阳市大祥区戴家坪临时农贸市场
旁的一栋楼房外， 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百
岁抗战老兵曾瑞田发起的民间祭奠活动在此
举行， 80余名关爱老兵志愿者自发参加了这
场活动。 坐在轮椅上的曾瑞田老人在追忆当
年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壮烈战事后， 拿着香烛
深深地鞠了3个躬。

在国防科技大学“八女投江” 抗战主题
雕塑前， 该校新训旅女兵连的学员们， 通过

学员讲解和集体默哀的方式回顾那段悲壮历
史， 悼念死难同胞， 并通过重温入伍誓词，
表达从军报国的雄心和梦想。 随后， 学员们
纷纷在“历史不容忘却、 山河有我无恙” 的
横幅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表达自己的庄严承
诺和坚定决心： 牢记历史、 不忘国耻， 刻苦
学习科技文化知识， 努力锻造过硬军事素
质， 肩负起强军兴国的时代重任！

湖南城市学院开展了以“勿忘国耻、 缅
怀先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 为主题的签名活动。 该校学生刘盼盼和
同学冒着蒙蒙细雨， 为过往学生介绍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 呼吁大家签名。 路过的同学们
纷纷在横幅上签名， 并与国旗合影留念。
“以前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没有设立的时候，
关注的人远远没有现在多， 我们年轻一代该
担起铭记历史的责任。” 刘盼盼说， 历史需
要一代代传承， 承担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大
学生应该接下这神圣一“棒”。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等学
校进行了以“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80周年”
为主题的官微推送， 收获了数十万的点赞和
转发。

“国行公祭， 祭抗战死难之生命； 祀我国

殇， 悼血与火浸染之地。” 晚上9时， 打开由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华网共
同建立的国家公祭网， “您是第18744342位
在国家公祭网祭奠遇难同胞的网友” 的字样赫
然映入眼帘。 网民们在网上通过点香烛、 献花
环、 敲和平大钟、 留言祈愿等形式， 表达自己
的哀思， 以及反对战争、 珍爱和平的心愿。 一
位网友在网上留言： “只有真正了解历史， 才
能尊重历史， 才能不让历史重演。 我们忘不了
1937年的南京， 是为了更好地守护现在的中
国。”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只有正确认识历
史， 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公祭， 以国家的名义！ 只为告慰所有在
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不幸罹难的同胞们， 只为
告慰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同胞
们， 只为告慰所有在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英
勇献身的同胞们。 今天， 中国人民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 更有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征程上， 中国
人民将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 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 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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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对于丁岚而言，是个“值得铭
记一生”的日子。

在经历一年前的党章考试排名靠后而
“晋级失败”后，这位“90后”姑娘终于顺利通
过岳麓区咸嘉湖街道白鹤咀社区改制企业党
支部全体党员的民主投票， 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共预备党员。

“第一次入党失利，感觉有点丢脸。 ”丁岚
说，“但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激励了我
加入这一‘优秀者联盟’的决心。 ”一年里，她
努力学党章党规、 做先锋模范， 终于得偿所
愿。

丁岚的经历， 源于长沙市岳麓区在全区
推广的“三三制”发展党员综合管理办法。 近5
年来，岳麓区严把党员“入口”关，将发展党员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的要求落细落实，通
过积分、票选等方式“量化”党员发展工作，真
正将“政治过硬、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好
苗子”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多维度 “扫描体检” 政治素养
“‘三三制’ 的诞生， 是顺应形势的需

要。 ”岳麓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彭利芝
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常态下，各地发展党员的计划锐减，岳麓区
近1000个支部， 每年仅有200个左右的党员
发展计划。 同时，各党支部发展党员的标准松
紧不一、 程序繁简不一， 影响着新党员的质
量。

如何把最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筛选出
来？ 2013年，“三三制” 党员发展办法应运而
生。“三三制”将入党积极分子发展程序优化
成9个环环相扣的关键节点，包括：获得《党
章》考试积分、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积分、现实
表现考核积分三项量化积分； 经受基层支部
考察、部门联合考察、党（工）委考察三级考
察；通过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初
步人选、确定发展对象三次“差额”民主投票，
多维度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 入党动
机、现实表现进行“扫描体检”。

彭利芝形象地比喻：“三三制”就像“过滤
器”，通过层层把关，把真正达到党员要求的
人筛选到党组织中来。

同场“赛马”优胜劣汰
“郭娭毑入党， 我们都服气。 这样能吃

苦、 能吃亏、 不怕受气的好邻居， 完全符合
党员的标准！” 七一前夕， 当郭淑华被确定
为预备党员的消息传来， 银盆岭街道英才园
社区的微信群里一片“点赞”。

今年66岁的郭淑华， 想入党想了一辈
子， 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 当看到“三三
制” 党员发展办法的海报张贴在社区的公示
栏时， 郭淑华觉得“心中的那团火又烧起来
了”。 2016年3月， 她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入党
申请书， 并在“闯关” 中主动“对标” 共产
党员的标准。

去年8月， 社区二片16栋的住户给她打
电话反映， 楼顶漏水严重， 已经从5楼渗到
了3楼， 由于没有维修基金， 问题迟迟得不
到解决。

郭淑华顶着38摄氏度的高温， 每天从1
楼爬到5楼， 挨家挨户做工作凑钱。 好说歹
说凑齐了一大半， 还有200元的缺口却谁都
不肯再掏了。 “大家都是邻居， 看着你们住
得不舒服我也不安心， 这200块我来出。” 郭
淑华垫了钱， 又忙前忙后地张罗维修队施
工， 终于圆满解决了此事。

党员发展管理从没有标准到量化积分，
由程序随意到流程化“施工”， 入党过程中

的“水分” 被挤压干净。 3年来， 全区共有
52个入党积极分子在 《党章》 考试环节被
淘汰， 16名入党积极分子在培养期间因不
被党员群众认可而被刷下。 岳麓街道左家
垅村的村民小组长邓某， 因为化解矛盾、
调解纠纷工作不力， 在确定发展对象环节
的民主投票中， 10多名党员投了“反对
票”。 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 延长邓某的考
察培养期。

把入党积极分子放在同一赛场上“赛
马”， 让信仰坚定的人在层层考核中脱颖而
出， 让表现不突出的人淘汰得心服口服， 让
基层党务工作者们大大减轻了“人情压力”。

“以前， 隔三岔五就有街坊邻居找我们
打招呼要入党。” 观沙岭街道桔洲新苑社区
党总支书记兼社区主任李升说， 答应吧， 有
的人确实不符合标准； 不答应吧， 又容易得
罪邻里。

“现在有了‘三三制’ 就好办多了！”
李升的语气里透着轻松， “我们把标准、 要
求和程序都摆给他们看， 必须通过这几道关
卡， 才能顺利入党！” 这么一来， 一些初心
不够坚定的人打起了“退堂鼓”， 基层党支
部也不用“左右为难”。

新党员用实际行动
证明“高质量”

5年来， 岳麓区通过“三三制” 发展了
近700名党员， 这批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争
当表率 ，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高质
量”。

学士街道城管特勤大队大队长吴柳， 是
最早经过“三三制” 考察入党的人员之一。
从提交申请书到光荣入党， 吴柳花了3年时
间。 “时间久、 难度高， 更显得共产党员的
身份弥足珍贵， 也更懂得了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担当。” 吴柳说。

作为一名街道城管办的“控违拆违” 专
干， 2015年， 吴柳完成了4万平方米的拆违
工作， 没有接到一起投诉。 一家养猪场的张
老板因觉得拆迁补偿不多而拒绝签字， 并让
均已80岁高龄的父母坐在门口阻工。 吴柳主
动接下了这单“硬骨头”， 他连续上门七八
次， 对张某一家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终于
在第10天得到了张某的拆迁签字认可。 凭着
突出的工作表现， 入党后短短的两年时间，
吴柳从一名普通的城管工作人员成长到城管
特勤大队长。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严治党的第一道关就是党员入口关， 要从
源头保证新输入的‘血液’ 干净且有活力。”
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说， 岳麓区将继续改进
完善“三三制”， 坚持关口前移， 严把入党
政治关、 质量关， 有效激发原动力， 真正让
每一面旗帜都鲜红、 每一座堡垒都坚强。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12月13日， 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 今天的长沙，阴雨绵绵，像心底的泪。 在毗邻
湘江的长沙李自健美术馆，馆长、著名画家李自
健率全体美术馆馆员，来到陈列巨幅油画《南京
大屠杀》的展厅举行公祭仪式，沉痛悼念80年前
惨死于侵华日军屠刀下的30万无辜中国同胞。

油画《南京大屠杀》上方，拉起了黑底白字的横
幅———“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80周年祭”，作品的两旁竖立着美术馆全体员工与李
自健、丹慧夫妇敬献的花圈，展厅陈列的《星云大师》
等3幅油画也标注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见证人”的
字样。 全馆60余名员工和在场的观众肃立于巨画之
下，向大屠杀的死难者3鞠躬，默哀1分钟。

公祭仪式结束后，全体馆员与现场观众移至

美术馆音乐厅观看纪录片、视频集锦，长达40分
钟的视频讲述了李自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
国洛杉矶创作《南京大屠杀》后，带着《南京大屠
杀》巡展世界，以及3次创作《南京大屠杀》的真实
历程。

1991年至1992年，旅美画家李自健在美国洛
杉矶，受南京大屠杀惨案见证人、国际高僧星云大
师委托创作，为南京大屠杀这场人间浩劫留下了
警世之作。《南京大屠杀》完成后，这幅作品在之后
的20余年间随着“人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
回展”， 先后在全世界6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展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与反响。

李自健坦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这幅让世
人震撼，让日本右翼势力惧怕的巨幅历史油画曾
先后在阿姆斯特丹、纽约等地受到该势力的极力
阻挠和打压。由于李自健坚持要展出作品《南京大

屠杀》，日本东京都艺术中心于1999年取消了“人
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回展”在日本的巡展。

2000年12月13日， 星云大师与李自健一道
将《南京大屠杀》（第一幅）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收藏，并陈列展出；
2003年， 李自健创作了第二幅《南京大屠杀》，
2013年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并陈列于该馆
中央大厅；2015年，李自健第3次创作了《南京大
屠杀》，这幅近5米长、逾3米高的作品，其尺寸远
超前两幅作品。 它被陈列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
免费对外开放。

李自健说：“我创作《南京大屠杀》，是为了让
更多观众去深刻地感悟人类和平的珍贵，反省这
段惨绝人寰的真实历史。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奋发图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奉献自己的力量。 ”

纪念，只为坚定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我省开展第4个国家公祭日祭奠活动侧记

源 头 活 水 清 如 许
———长沙岳麓区推行“三三制”严把党员“入口关”

在油画《南京大屠杀》前公祭遇难同胞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刘帅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长沙通过农业标准化、 三产融合和品
牌打造， 实现了农产品供给“从有到
优、 从量到质”。

标准化让供给 “有质量”
12月11日， 记者来到浏阳市普迹

镇青山生态智能养殖场， 标准化的栏
舍犹如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 走进其
中几乎闻不到异味。 3个栏舍共有1800
多头猪， 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一名员
工就可以管理， 而以往至少需要6名员
工从早忙到晚。

据养殖场场长朱觉兵介绍， 养殖
场采用湖南农大零排放智能养殖系统，
实现生猪养殖污染零排放， 还可将猪
粪、 猪尿液循环利用， 不仅可以节约
成本， 还将猪的存活率提高到97%。

在浏阳市沿溪镇沙龙村万亩蔬菜
示范区， 施肥、 灌溉、 采收全部实现
标准化， 当地菜农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
万元以上。

近年来， 长沙大力推广实施农业
标准化示范创建， 建设种植业标准化
基地超过80万亩， 创建畜禽标准化养
殖场963个， 其中国家级畜禽标准化生
产示范场22个、 省级33个， 全市畜禽
养殖标准化生产率达到85%。

三产融合让供给“有特色”
2016年， 长沙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总经营收入达460亿元。
在长沙县金井镇湘丰村， 湘丰茶

业流转当地土地2.6万亩， 打造了一个
以茶园为中心， 集种植、 养殖、 观光
及亲子活动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去
年总产值超过5.8亿元。

今年国庆节期间， 湘丰茶博园户

外音乐露营大会， 第一天就涌入1.2万
游客。 60岁的王可群娭毑在茶博园大
门口卖自制的香干子， 一天卖了1万多
元。

在望城区光明村慧润民居， 即使
并非节假日和旅游旺季， 10多个民宿
依然被订购一空。 自2014年以来， 光
明村已成功吸引光明蝶谷、 贝拉小镇、
中华黑茶文化博览园等18个重大项目
落户。 2016年， 该村集体经济突破
300万元， 人均纯收入达25800元。

长沙率先实施农村一、 二、 三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创建了一批具
有典型带动作用的示范县市区、 乡镇、
村， 构建出“以工促农、 工农互惠、
以城带乡、 城乡互动” 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

品牌建设让供给“有效益”
宁乡花猪、 沩山茶叶、 大围山水

果……今年8月， 长沙30家农企组团到
香港推介， 200多个打上长沙烙印的本
土农业品牌实力“吸金”， 现场签订近
3.5亿元的合作协议。

从农民、 村干部一路打拼起来的
刘跃华， 创建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经过精心打造品牌， 他将
一碗200克的花猪肉在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卖到了168元的高价， 与他签约养猪
的近50户农户也随之创效增收。

今年， 长沙率先在全省启动农业
品牌建设5年行动计划。 未来5年， 长
沙每年将统筹安排5000万元农业品牌
建设奖励资金， 打造农业品牌。

目前， 长沙共有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6家、 省级龙头企业73家，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14家，
农业上市企业总数增至8家， 中国驰名
商标30个、 “三品一标” 认证农产品
606个。

从有到优 从量到质
———长沙多措并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