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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乌托邦是座什么岛？ ”“《共产党宣言》是本
什么书？”“‘阿芙乐尔’号为什么会开炮？”……这
些高冷的理论话题，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随
着《社会主义“有点潮”》的热播而流行起来。 这
档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人民网、湖南教育
电视台策划推出的电视理论节目，先后经中央
和省两级媒体播出后，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
大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中央和省
委领导的高度关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
《求是》等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纷纷热评。 这档节
目在十九大新闻中心大厅播映后，迅速形成了
电视理论节目收视现象，被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是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的一次成功尝
试。

《社会主义“有点潮”》的走红并不意外。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工
作，他带领全党创新理论，建设和发展了21世
纪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各地各相
关单位推进理论工作创新提供了大有可为的
广阔舞台。 在此背景下，湖南选取重大时间节
点聚焦重大政治主题，及时推出的这档既有意
义又有意思，还有点潮的理论节目，不但彰显
了一种卓越胆识和使命担当，也很好地顺应了
宣传形势和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那么，
《社会主义“有点潮”》的走红，对于推动湖南省
理论宣传创新，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更加有意
思有哪些启发呢？

其一 ，把握时态 ，坚定唱响
理论宣传主旋律

《社会主义“有点潮”》之所以能火起来，生
动的语言、 鲜活的画面固然为其增色不少，但
它更多借助的是社会主义真理的魅力和逻辑
的力量赢得了人心。 精准把握理论宣传的“时
态”，即立足时代背景、把握时代主题、瞄准当
下大众最普遍的理论需求去释疑解惑，这才是
节目成功的关键。 基于此，湖南省的理论宣传
也着重抓了两个结合。

一是把“顶天”与“立地”更好地结合起来。顶
天，就是要紧扣时代主题，精准吃透上情，确保方
向准、导向正、路子对，真正把中央精神领会好、
宣传好。 “立地”就是要了解民情民意，接好地气，
真正让中央精神往实里走、往群众心里走。比如，
在湖南省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各级宣讲中，既严格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
纲，原汁原味地解读，科学严谨地宣讲，又紧密地
联系湖南的发展实际，结合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实现“顶天”
与“立地”的有机结合。

二是把“传道”与“解惑”更好地结合起来。
“传道”就是要正、要红，要大张旗鼓地讲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好， 共产党、
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达到“铸魂补钙”的
目的。 “解惑”就是不偏、不倚，旗帜鲜明地开展
辨析引导， 达到匡正驱邪的目的。 《社会主义
“有点潮”》正是抓住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社会主义源自何处又
走向何方”以及“南湖的红船为什么破浪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中国梦是个什么
梦”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主题和热点问
题，既讲伟大成就又不回避问题，才实现了通
过“传道”与“解惑”帮助观众坚定“四个自信”
的目的。

其二 ，创新样态 ，倍增理论
宣传效果

《社会主义“有点潮”》之所以能够实现平
台热播、媒体热评、网友热议，成为理论节目的
爆款产品和现象级节目， 靠的不是明星大腕、
网络大V，而是通过样态创新，达到马克思主义

经典论述与生动呈现的有机结合，让观众看完
节目后，纷纷感慨“节目打破了受众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刻板印象，入心入境，接地气，有温
度，喜欢！ 点赞”，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感天
动地”“要为自己的幸福发奋工作”， 从而达到
了很好的理论宣传效果。 围绕理论宣传的样态
创新，湖南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聚焦特定群体进行样态创新。 根据受众的
年龄、职业、文化水平、地域等特点，做到“一群
一策”“私人订制”，让理论大餐合胃口，理论工
作才能真正做下去、做进去。 《社会主义“有点
潮”》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档节目在名
称、形态、嘉宾选择、语感语态等方面与青年的
习惯高度契合，为激发青年观众的共鸣、争取
青年观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差异化
策略的应用，在湖南省理论宣传工作中随处可
见。 比如，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过程中，长沙
市根据不同群体需求 ， 分别制定了宣讲提
纲———机关事业干部版、企业工人版、城市社
区居民版、乡镇农村农民版、学校学生版，切实
提高宣讲针对性，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的欢迎。 怀化市则针对苗族和侗族集中聚居的
特点，在五个少数民族县广泛组建“苗语侗话”
宣讲队， 走村进寨、 在田间地头进行宣讲，用
“老百姓的话”讲述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
确保少数民族群众有效地接受党的十九大精
神。

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样态创新。 媒体融合，
立体传播，这是理论宣传的大势所趋。 《社会主
义 “有点潮 ”》围绕一个主题 ，打通了报纸 、广
播、电视和门户网站、“两微一端”，堪称媒体融
合推动理论宣传样态创新的成功范本。 比如，
该档节目在电视播出的同时，人民网同时推送
了《今天，我们聊聊社会主义》一文，24小时内
点击量迅速突破10万以上， 既进行了理论传
播，又带动了舆论话题，推动这档节目迅速形
成收视现象。 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湖南省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 对媒体融合发展进行
了谋划和部署，致力于形成一个全媒体、宽受
众、立体化信息传播的理论宣传新格局。

坚持技术创新带动样态创新。 理论宣传要
入脑入心，首先要能入眼入耳。 《社会主义“有
点潮”》的一幕幕画面让人久久难忘：马克思与
恩格斯一起探讨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
表演说， 这些全息投影模拟的历史场景重现，
让人可感可触。 同时，围绕节目主题，一个个精
彩的微故事、微视频、微动漫、微图片、微窗口
等新型传播方式让观众轻松就能领会社会主
义理论深奥的内涵。 媒体融合发展，需要技术
层面的深度变革，也带动了理论宣传的模式创
新。 除了常规的“互联网+理论”模式外， “视
频+理论”“数据+理论”“平台+理论”等理论宣
传新模式不断涌现，实现了最大的宣传效果。

其三 ，创新语态 ，推动理论
宣传入脑入心

语感语态，不仅涉及“怎么说”，还与“谁来
说、在哪儿说”有关。 老中青的嘉宾搭配，脱口
秀的节目形式，平民化的语言表达，《社会主义
“有点潮”》 展现的这些极具亲和力的语感语
态，迥异于以往理论专题片“你听我说”的刻板
形象，让节目能入脑入心。 在这方面，湖南省的
理论宣传做到了三个“四”。

建好四支队伍。 党代表是“播种机”，他们
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精神播种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田， 特别是进行历次党代会精神宣讲
时，党代表们“冒热气”的宣讲将党的最新精神
第一时间输送到了基层； 领导干部是 “领头
羊”，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是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创新理论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宣讲员，他们
带动和激发着全体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热情；
理论专家是 “主力军”， 他们以坚定的政治立
场、扎实的理论功底将理论讲准讲透，讲到百
姓心田；基层名嘴是“轻骑兵”，他们挖掘群众
身边的“田秀才”“土专家”“新乡贤”，充分发挥
他们 “轻骑兵 ”的作用 ，广泛开展基层 “微宣
讲”。

搭好四座舞台。报告式宣传。通过报告会、
大讲堂，全面准确地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座谈
式宣传。 各级宣讲团深入农村社区、工厂车间
等，采取与党员、干部、群众近距离交流互动的
方式，回答基层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使
党的理论从纸上跃到干部、群众的脑中。 文艺
式宣传。 面向群众，结合地方实际，用相声、说
唱、 戏曲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使
党的理论宣讲悦耳又悦目、入脑又入心。 互联
网宣传。 通过网络访谈、推出网络课程等方式，
统筹线上线下渠道、网上网下资源，广泛开展
“互联网+宣讲”， 使党的创新理论充盈网络空
间。

说好四种话语。 讲好普通话。 严格按照中
央的部署和要求， 全面准确宣传党的最新精
神，原汁原味解读，科学严谨宣传。 讲好湖南
话。 既紧紧围绕党的最新精神，又紧密联系湖
南发展实际，把“普通话”变为“湖南话”，不断
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讲好百姓话。 把
宣传提纲变为 “明白纸”， 把报告语言翻译成
“大白话”，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讲好个人话。 各级理论宣讲员在原原本本认真
研读、 融会贯通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个人的学习感悟对理论进行再加工，努力
发挥创造性，形成自己的归纳提炼，体现自己
的特色和风格，既深入浅出又有血有肉。

总的来说， 湖南省理论宣传既能大有可
为，更需积极作为，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
使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与党的理论创新进程
合拍、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匹配，不负伟大时
代，不负伟大事业，不负伟大机遇，不断显示二
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肖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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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何淼玲

连日来，几则新闻报道，让笔者对建
设绿色湖南、生态湖南平添几分信心———

6月4日，全省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污染环境案二审维持原判，
9人被判处刑罚、罚金，同时被判令对所造
成的环境损害进行修复，恢复原貌；同一
天，长沙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
判，在湘江非法电鱼的熊某获刑，并被判
令在电鱼水域投放鱼种600公斤， 修复生
态；6月5日， 省高院发布的我省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全省法院近两
年对破坏环境的2551人判处刑罚，判令他
们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生态修复。

近两年，法、检两家积极探索恢复性
司法实践，加强对“一湖四水”生态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这个创新之举的亮点可归纳
为9个字：谁破坏，谁受罚，谁修复。非法捕
捞的，在相关水域投放鱼苗；非法毁林的，
就地补种树苗，“补植复绿”。法、检两家注
重加强与公安机关和环保、国土、林业等
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全面推进“补植复
绿”等生态修复补偿机制，积极引导违法

行为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生态环境修复。
以往办理类似案件时，往往“一判了

之”。这种做法的最大“尴尬”，在于即便定
了罪、罚了人，环境的恢复仍然晾在那里。
探索恢复性司法实践，很好地破除了这个
困局，达到了惩处犯罪和环境修复并重的
目的。

“晓汲清湘燃楚竹， 欸乃一声山水
绿”， 千里湘江是大自然对湖南的馈赠；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八百
里洞庭，是三湘大地不可多得的明珠，“一
湖四水”滋养着一代代三湘儿女。 然而曾
几何时，人们或围湖造田，或工厂排污，或
河道采砂，或非法捕捞，它们遭到不同程
度破坏。 有的河道污染严重，难觅鱼虾踪
迹，人们为自己的短视和物欲付出了沉重
代价。

幸运的是， 我省近年来多措并举，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加大了对“一
湖四水”治理力度，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
美景正重回我们的视野。在治理生态的各
种举措中，法律的利器无疑最具威力。 从
业已初见成效的实践来看， 护绿水青山、
建美丽湖南，需要继续高擎起司法利剑。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年1至5月， 我省发生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44.3%、39.9%，杜绝重大及以上事故。 今
天， 省安委会举行今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通报了我省安全形势。

据通报，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好转，主
要得益于大力强化安全监管执法和不安
全落后产能退出。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在
全省范围开展“打非治违百日行动”“强执
法防事故”行动，相关部门在针对性组织
道路交通“冬春攻势”、电取暖器具打假、
“僵尸船”清理整治、消防通道拆违疏堵等
专项行动， 这些执法行动确保了元旦、春
节、全省和全国“两会”等重点时段安全平
稳。 全省煤矿和烟花爆竹关闭退出、非煤
矿山攻坚克难、危化品综合治理、地铁施
工安全治理等工作同步持续推进，消减了

大量不安全隐患。
进入5月，较大事故严重反弹，导致前

5月全省较大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比上年
同期均有所增加， 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
峻。

会议部署，下阶段我省要迅速扭转较
大事故多发势头，全省将汲取近期事故教
训，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落实汛期、
暑假安全防范措施；全面启动“乡镇安监
站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加强各类
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功能区
的安全监管；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形成
安全生产严抓共管声势。 此外，我省即将
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实施细则，出台安全生产约谈等相
关配套制度，以全面落实各级党政干部领
导责任；综合采取培训、考试、述职、处罚、
联合激励等措施，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委托，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召开省安
委会2018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副省长隋
忠诚、陈飞、吴桂英、陈文浩出席。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下阶
段重点工作作了研究部署。

陈向群指出，安全生产不仅是经济问
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要提高政治
站位，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
产思想，把握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把
安全生产当作最大的民生， 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保障。 他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健全
风险和隐患双重预防机制， 建立安全风险
防控体系，落实“一单四制”，推动安全生产
共建共治共享。要把握关键环节，突出节假
日安全，加强交通运输、旅游景点和人员密
集场所安全监管；针对高温、汛期特点，强
化重点场所和行业领域监管， 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要强化机制创新，以制度推进专
业监管、科技兴安和行业监管全覆盖，夯实
安全生产基础。要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形成齐抓
共管局面，牢牢守住“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
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者 刘文韬）
我省拟于今年内修订出台高新技术发展
条例。今天上午，《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
例》修订立法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出席并讲话。

该条例自2007年10月施行以来， 对促
进我省高新技术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但随着科技进步法等国家上位法的
修订，以及我省高新技术发展外部环境发生
巨大变化，及时修订条例非常必要。据了解，
截至2017年底，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
破300家，但与广东等发达省份相比，数量
和规模都存在较大差距， 特别是有影响力、
带动力的企业很少。 同时，我省高新技术发

展面临着人才、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迫切
需要立法提供有力支撑。

王柯敏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
在贯彻落实省委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 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
充分认识到条例修订的重要性。 要着眼于
“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各部门共同努
力，形成工作合力，支持、帮助修改完善条例
草案。要把握时间节点，抓好工作落实，确保
条例在今年内修订出台，为我省的高新技术
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

会上， 省发改委等11个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根据各自职责，对修订完善条例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 � � �———从《社会主义“有点潮”》看湖南如何进行理论宣传创新

把有意义的事情
做得有意思

【链接】

《社会主义“有点潮”》
到底“潮”在哪

理论电视片《社会主义“有点潮 ”》引发
广泛好评。 那么，该片到底“潮”在哪？

“潮”在勇立时代潮头。 以一座岛、一本
书、一门炮等6个关键词为线索，再现世界社
会主义500年跌宕起伏、 风起云涌的历史，
较好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源自
何处等重大理论问题。

“潮”在坚持问题导向。 在这部理论电视
片中，大学生的提问直击现实、直抒己见，访
谈嘉宾面对问题正面回答，不避不绕不躲不
闪，让观众感到“解渴”。

“潮”在坚守内容为王。 进入新时代，理
论宣传坚守内容为王。 这部理论电视片展现
了经典理论的前世今生，体现了思想的时空
穿透力，贴近年轻人的思想潮流。

“潮”在创新表达方式。这部理论电视片利
用电视与网络传播结合的优势，将新技术新应
用融入产品制作传播全过程、各环节，不断增
强理论宣传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感召力、吸引
力，让大众爱听爱看，甚至追听追看。

三湘时评

谁破坏 谁受罚 谁修复

前5月我省安全生产事故“双下降”
下阶段需迅速扭转较大事故多发势头

陈向群主持召开省安委会全体会议

牢牢守住“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

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我省拟年内修订出台
高新技术发展条例

� � �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以往办税面对
面，现在只需键对键。 在试点推行网上办
税基础上，近日，省国税系统将开具《外管
证》、纳税申报、发票验旧、发票代开等共
计62项涉税业务全部放到网上办理。 今
天，省国税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2
项涉税业务可网上“一键”办理后，全省平
均办税时间提速70%以上。

湘潭市是全省率先推行涉税业务网
上办理的试点市州之一。 年初，湘潭华鑫
寰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办税员马慧如，在

办理涉税业务时， 选择了网上办税方式，
不到2分钟便办理完了所有涉税业务。 在
将实名采集、财务制度备案、票种核定、最
高开票限额审批、纳税申报、电子办税等8
项综合业务，在有条件的市州试点推行网
上办理后，省国税局又将开具《外管证》等
共计62项涉税业务全部放到网上办理。
以湘潭市岳塘国税办税大厅窗口为例，自
从推行涉税业务网上办理后，窗口办税人
员由日均220人次减少到120人次， 纳税
人办理涉税事项排长队的现象得到有效
解决。

过去面对面，如今键对键
62项涉税业务可“一键”办理，全省平均办税

时间提速70%以上

� � � � 6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南岸堤防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平整路面。该河段沿线需提质改造堤防1.5
公里，接捞刀河防汛码头，按一级堤防设计标准顺接已建堤防，标高按100年一遇标准38.8米修建。工程于今年初启
动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土方工程，正进行路面平整及麻石护坡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捞刀河南岸
堤防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