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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社区（小区）（60个）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蓉园社区、天
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 岳麓区梅溪湖街
道阳明山庄社区、 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
社区、雨花区东塘街道政院社区、高新区麓谷
街道麓景社区、 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
区

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巷荫岭社区、石
鼓区潇湘街道演武坪社区、 珠晖区广东路街
道临江社区、蒸湘区红湘街道联合新村社区

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石子头社区、芦
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 天元区泰山路街
道大岭社区、茶陵县云阳街道云盘社区、石峰
区清水塘街道花果山社区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风车坪社区、
岳塘区建设路街道曙光社区、 湘潭县易俗河
镇砚井社区、韶山市银田镇银田寺社区

邵阳市：大祥区翠园街道李子园社区、双
清区小江湖街道江湖社区、 大祥区红旗路街
道大安街社区、 北塔区状元洲街道状元洲社
区

岳阳市：平江县城关镇月池塘社区、岳阳
县荣家湾镇庆丰社区、 华容县章华镇华阳街
社区、湘阴县文星镇先锋社区、临湘市桃矿街
道金鑫社区、岳阳楼区王家河街道东升社区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东路社区、
桃源县漳江镇洞庭宫社区、 澧县澧浦街道羊
古社区、石门县楚江街道龙凤社区、津市市三
洲驿街道柏枝林社区、 石门县楚江街道荷花
社区

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街道永康社区、
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施家落小区、 慈利县零
阳镇南街社区

益阳市：资阳区汽车路街道南岳宫社区、
南县南洲镇东红社区、 桃江县桃花江镇团山
社区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飞机坪社区、
北湖区骆仙街道骆仙社区、 苏仙区苏仙岭街
道立交桥社区、桂阳县鹿峰街道东塔社区

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街道翠竹园社区、
零陵区南津渡街道高山寺社区、 道县西洲街
道大坪子社区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迎宾路
社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土桥社区、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太阳坪社区、 鹤城区
迎丰街道莲花池社区、 溆浦县卢峰镇迎宾社
区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扶青社区、娄星
区花山街道山塘社区、 双峰县国家税务局瑞
丰园小区

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登高楼社区、
龙山县兴隆街道油菜坪社区、 永顺县灵溪镇
城北社区

二、文明窗口单位（152个）

长沙市： 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
公室、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长沙县政务服务
中心、浏阳市民之家、宁乡市人民检察院、长
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阳光服务站、 长沙市第
一医院、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天心区管
理部

衡阳市：衡阳市政府信息调度指挥中心、
衡阳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 中国
农业银行衡阳亚银支行营业部、 雁峰区地方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衡阳移动华新营业厅

株洲市： 株洲市图书馆、 株洲市政务中
心、株洲市仲裁委、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天
元区文化馆

湘潭市： 雨湖区国家税务局云塘税务分
局、 湘潭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局养老保
险服务大厅、国网高新供电营业厅

邵阳市 ： 邵阳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
险管理处、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邵阳市中心支公司、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邵东县自来水公司、 绥宁县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

岳阳市 ：平江起义纪念馆管理处、何长
工纪念馆、湘阴县政务服务中心、临湘市国
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君山区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 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

常德市：常德市文化馆、石门县民政便民
服务中心、汉寿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国
网桃源供电公司桃花源供电所、 鼎城区地方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澧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

张家界市：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慈利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分中心

益阳市：益阳市博物馆、益阳市政务中心
人社分厅、湖南益阳康雅医院、益阳市丽华出
租车有限公司

郴州市：郴州市烈士公园（湘南起义纪念
馆）、苏仙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建设银
行郴州南大支行、桂阳县正和镇财政所、永兴
县国家税务局

永州市：双牌县政务服务中心、道县地方
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江华县管理部、 新田县国家税务局办
税服务大厅

怀化市：洪江市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中方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 沅陵县公安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辰溪县湘西剿匪
胜利公园管理所

娄底市：娄底市政务服务中心、涟源市国
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双峰分公司、 新化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娄底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湘西自治州： 湘西自治州政务中心办税
服务厅、 永顺县政务服务中心人口出入境窗
口、国网龙山县供电分公司、花垣县国家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

省直机关工委：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控告
检察处、 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
就业指导中心、 津市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
中心、 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财政票据
窗口、湖南省直单位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湖南
党史陈列馆、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潭韶
山营业部

省委教育工委：湖南大学子弟小学、长沙
理工大学工会、湖南商学院就业指导中心、怀
化学院后勤管理处、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省国资委：湖南金源阳光酒店有限公司、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马家河收
费站、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船
闸管理分公司、 张家界华天酒店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政法系统：宁乡市公安局为民服务中心、
衡阳市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 邵东县公安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常德市人民检察
院控告申诉检察科、 益阳市医疗纠纷调处中
心、永州市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怀化市公
安局便民服务中心、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立
案信访局、 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务大
厅

建设系统：株洲市规划信息中心、常德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管理部、 岳阳市南
湖公园管理中心、永州市房产交易所、邵阳市
自来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交通系统：道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资兴市
地方海事处、 湘潭市公路路政管理处易家湾
治超站、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邵阳县
收费站、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湘西管理处
茶峒收费站、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郴州管
理处苏仙路政中队

卫生系统 ：湖南省脑科医院门诊部、湖
南省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 湖南省结核
病防治所耐药结核病专科、 湖南省儿童医
院急诊科

工商系统：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
注册局

国家税务系统： 麻阳苗族自治县国家税
务局、永州市冷水滩区国家税务局、冷水江市
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岳阳市云溪区国家
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株洲市国家税务局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

地方税务系统： 衡南县地方税务局第二
税务分局、娄底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怀化
市洪江区地方税务局、 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
务局第七税务分局、 郴州市经济开发区地方
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银监系统： 中国工商银行常德武陵支行
营业部、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湘潭分行营业部、 长沙银行浏阳
支行营业部、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开福支行营
业部

保监系统 ：中华联合花垣支公司、人保
股份衡阳分公司出单中心、 平安人寿湖南
分公司客服中心、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运
营中心

通讯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渠道中心涂家冲直营店、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渠道运营部

电力系统：国网长沙客户服务中心、国网
茶陵县中心供电营业厅、 国网郴州市苏仙区
供电公司、国网永州市零陵区供电公司、国网
湖南计量中心

人社系统： 常宁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中心、麻阳县城乡居民医保中心、永州市社
会劳动保险管理处

农委系统：湖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湖南
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微
生物检测中心

宣传文化系统：红网网上群众工作部、快
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电视台潇湘电影
频道、湖南省画院、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
司

口岸系统：张家界边防检查站、长沙海关
现场业务处办事大厅、长沙机场办事处

省工商联：湖南省山东商会、湖南省浙江
总商会、开源·浏阳河集团、大汉金桥国际市
场集群

三、文明风景旅游区（36个）

长沙市：长沙汉回民俗文化景区、长沙市
千龙湖生态旅游区、望城区靖港古镇景区、秋
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石霜寺景区、杨开
慧纪念馆、湖南洋湖国家湿地公园、关山旅游
区

衡阳市：衡阳市石鼓书院景区、衡山县花
果山景区、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

株洲市：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醴陵市
李立三故居

湘潭市：湖南水府旅游区
岳阳市： 平江福寿山—汨罗江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张谷英村旅游区、湖南省龙窖山风
景名胜区、南湖景区

常德市：桃源县夷望溪景区、澧县彭山景
区、澧县城头山旅游景区

郴州市：湖南东江湖风景名胜区、湖南莽
山国家森林公园

永州市：永州市舜皇山旅游区、双牌县桐
子坳景区、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江华
瑶族自治县香草源风景旅游区、宁远县文庙

怀化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
念馆、会同县粟裕同志纪念馆

娄底市：新化县三联峒冰泉旅游景区、博
盛生态园

湘西自治州：永顺县老司城景区、龙山县
乌龙山大峡谷景区、泸溪县浦市古镇景区、泸
溪县天桥山旅游景区

四、文明集市（27个）

长沙市：天心区扫把塘生鲜市场、长沙县
龙塘集贸市场、长沙湘怡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天心区电力生鲜市场、 长沙县金茂路生鲜市
场、浏阳市圭斋路农贸市场、宁乡市北门生鲜
市场

衡阳市：老同兴农贸市场
株洲市：醴陵市太一综合市场、株洲市多

米新街市贸易有限公司中建御山和苑店
湘潭市： 岳塘区霞城街道岳塘村友谊农

贸市场、雨湖区江麓农贸市场
邵阳市：邵阳市三眼井农贸市场、邵阳市

邵府街农贸市场
岳阳市：平江县天岳农贸超市
常德市：武陵区新一村农贸大市场
益阳市：资阳区红联大市场、赫山区桃花

仑市场
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农贸市场、宜章县

蒋家湾市场
永州市：零陵区黄古山市场、江永县城中

农贸市场
怀化市：怀化市迎丰市场
娄底市：娄底市金谷大市场、涟钢农贸市

场
湘西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集贸市场、龙山

县茨岩塘镇农贸市场

五、文明餐饮示范店（39个）

长沙市： 长沙新长福中国城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鑫
远白天鹅酒店、开福区佳尝便饭菜馆、长沙荷
塘月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衡阳市 ： 衡阳市泗健曲园餐饮有限责
任公司、湘约绿草地、林隐假日大酒店餐饮
部

株洲市：株洲新西苑宾馆发展有限公司、
醴陵市图兰朵酒店、 株洲市新永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逸景华天大酒店、 株洲清水
湾酒店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乡华龙丽都大酒店、湘潭鑫田
国际大酒店、 岳塘区城市农夫餐饮东方名苑
店

邵阳市： 邵阳市新长城发展有限公司长
城大酒店、邵阳湘林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
邵阳市秋月大酒楼

岳阳市：平江县阳光国际大酒店、临湘市
华园小家庭餐饮公司

常德市 ： 常德柳园
锦江酒店、湖南金龙玉凤
集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武陵大道饭店、常德柳悦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武陵
区四大碗鸿升餐厅、澧县
运达瑞高酒店

益阳市：资阳区浏阳
河大酒店、沅江市湘水味
派餐厅、益阳大汉华美达
酒店

郴州市：郴州华天大
酒店餐饮部、帝都海鲜酒
楼、郴州市黑米姐姐生态
竹笼包主题餐厅、苏仙区
永根东来顺酒楼、资兴市
东江湾游水三文鱼美食
城

永州市：宁远县莲花
华天商务酒店餐饮部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
治县和平国际酒店食府

娄底市：娄底市三和
味缘生态农庄有限公司、
湘土味庄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叁个小厨饭店

湘西自治州：永顺县
土司曲范餐馆、吉首市食
尚不一样餐厅、龙山县接
待事务中心

湖南省2017年文明社区（小区）、
文明窗口单位、文明风景旅游区、

文明集市、文明餐饮示范店公示公告
根据湘文明委 〔2013〕2号和湘文明委

〔2017〕8号文件精神， 经省文明委领导同意，现
对湖南省2017年文明社区（小区）、文明窗口单
位、文明风景旅游区、文明集市、文明餐饮示范
店名单予以公示，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广大
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邮件、
电话等方式自公示之日起向湖南省文明办反
映。为便于了解情况，来信、来电等请签署或告
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公示时间：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4月23日
联系电话：0731-82217445

� � � �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1号湖南省文明办创
建指导处

邮政编码：410011
� � � � 湖南省文明办

2018年4月16日

湖南省2017年文明社区（小区）、文明窗口单位、
文明风景旅游区、文明集市、文明餐饮示范店公示名单

芍药开出“致富花”
4月15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黎明村芍药花种植基地，芍药花竞相开放，吸引

众多游客观赏。近年，该村大面积种植油牡丹、芍药等特色经济作物。每到春季，鲜花绽放，
靓丽的花海风景成了当地群众增收脱贫的“致富花”。

刘杰华 蔡二林 摄影报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1957年，毛泽东深情怀念自己的妻子
杨开慧时，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蝶恋花·
答李淑一》。

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板
仓乡， 著名学者杨昌济之女。1913年春随父
迁居长沙。这里，她结识了经常来家中求教的
毛泽东。1918年，随父迁往北京的杨开慧，与
拟赴法勤工俭学而来北京的毛泽东再次相
遇，两人也逐渐建立了恋爱关系。1920年冬，
和毛泽东结婚， 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毛泽东的助
手。

早在与毛泽东结婚前， 杨开慧就开始
为毛泽东分忧。 为了解决毛泽东革命活动
经费的困难， 杨开慧劝说母亲将父亲过世
时北京大学同事捐助的奠仪费拿出来作为
革命经费。结婚后，从1920年冬至1927年8
月， 从长沙的清水塘畔， 到武昌的黄鹤楼
前，再到上海、广州……杨开慧一直紧随在
毛泽东身边， 在颠沛流离中精心照顾毛泽东
的饮食起居， 不分日夜地协助毛泽东整理
文稿。对于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罢工宣
言之类的重要文件， 杨开慧更是珍藏得好
好的，她用一个妇女盛放耳环、戒指、香粉
一类用品的首饰箱收藏文件， 这就是人们
熟悉的“枕头箱”。一直到她被捕前，这个箱
子始终和她形影不离。

1925年春节期间，杨开慧随同毛泽东
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协助毛泽东在韶山
创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培养了大批党员
和农民骨干。 之后， 她又随毛泽东南下广
州，北上武汉，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农民
运动。毛泽东曾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
来，又快又好。” 而当时杨开慧还要照顾两
个幼儿， 并怀有第三个孩子。 在她的协助
下，毛泽东很快写完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

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因为要准备秋
收起义， 把杨开慧和3个幼子送回到板仓。
她积极与板仓一带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组织地下党员、农会骨干建立地方武装，惩
治恶霸，救济贫民。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 如火
如荼，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湖南军阀拿毛泽东
没办法，就千方百计迫害他的家人。这种情
况下， 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杨开慧
暂时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她

婉言谢绝了。为以防万一，她将党的文件密
封在一只煅烧有“囍”字的蓝花瓷缸内，埋
在叔叔的菜园里。

1930年10月下旬，杨开慧和儿子毛岸
英被敌人逮捕。押到长沙后，敌人妄图强迫
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的具体
地址，对她严刑拷打，她大义凛然，坚强
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杨开
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 遭到皮鞭木
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打昏后又被凉飕
飕的水泼醒……她带着儿子毛岸英在狱
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漫长时光。行
刑逼供不成， 敌人又心生一计， 企图利
诱， 声称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
关系即可自由。 杨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
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她
毅然回答道：“死不足惜， 惟愿润之革命
早日成功。”

杨开慧被捕后， 党组织和其父亲的生
前好友曾多方设法营救， 遗憾的是都没成
功。1930年11月14日， 杨开慧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这一年，
她29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
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扉，
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 百身莫
赎。”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
称她为“骄杨”，并释之曰：“女子革命而丧
其元，焉得不骄。”

（执笔 ：省委党史研究室 朱柏林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杨开慧：
“死不足惜，

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