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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总书记在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
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要做好做强马克思
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作为以理论宣
讲为主业的党委工作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不断强化使命担当，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新”“天
天深”推动文化强省落实落小落细，在文化强省建
设中充分发挥思想理论的引领作用。

一、为文化强省建设凝神铸魂
文化强省内容为王、思想为魂。 建设文化强省

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 让习近平关于文化建
设思想体现在文化强省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融
会在文化强省建设的各项工作之中、 落实在文化
强省建设的实践过程之中。

近年来，省委讲师团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积极配合省委宣传部着力舞活党委中心组学习这
个“龙头”，着力搭建集中大宣讲这个“舞台”，着力
创新微宣讲、“互联网+宣讲”这个平台，以抓关键
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在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
课堂、进军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
果，中宣部《宣传工作》以《湖南探索和运用“互联
网+宣讲”新模式》为题及评论《“互联网+宣讲”大
有可为》专题介绍了我们开展“互联网+宣讲”的经
验并在全国推广，《人民日报》 要闻版头条全文刊
发，产生了很大反响。

今后我们要以文化强省建设为契机， 开拓思
路、统筹谋划、创新方法，在中心组学习服务上进
一步做优，在集中大宣讲上进一步做强，在面向基
层的微宣讲上进一步做好， 在对接互联网宣讲上
进一步做精， 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与建设文化强省有机统一起来；把
理论联系实际的“接天线”与“接地气”有机统一起
来；把讲好中国故事、湖南故事和百姓故事有机统
一起来； 把提高宣讲工作思想认识与制度规范有
机统一起来；把打好宣讲“阵地战”与“组合拳”有
机统一起来。 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以理
论宣讲的高质量服务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高质量发
展， 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湖南“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

二、为文化强省建设汇智献策
文化强省是创新性的工程，是探索性的事业，

是实践性的过程，还有很多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
有很多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 有很多问题需要我
们去解决。 省委讲师团作为省委的思想库和智囊
团，在文化强省建设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
发挥理论研究和对策探讨的特长优势， 在调查研
究上下功夫，在精品力作上见成效。

近年来，省委讲师团着力培养人才、搭建平台、
整合力量、集体攻关，充分发挥湖南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讲师团基地和湖南
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学习服务中心两个平台的
作用， 在中央和省党报党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了一系列调研成果，为全省各级
领导干部推介了一系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成果，不少成果获得了
中宣部的奖励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

要在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
进一步做强做优“湖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讲师团基地”和“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和学习服务中心” 两个平台， 进一步建设好

“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学习服务中心专业
特色智库”一个智库，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党委中
心组学习导刊”“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微心得专
报”三个载体。 紧紧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战略任务， 突出文化强
省这个关键重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创新
导向，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实证性及对策性
研究，力争在年内公开出版《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领航新时代的思想灯塔》《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八大本领》系列专著，力争在中央和省党报
党刊发表一系列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文章， 力争在全省思想文化
战线征集和实施一批研究文化强省建设的理论课
题， 力争完成几个与文化强省密切相关的调研报
告，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智力与学理支撑，在文化
强省中彰显讲师团的形象、展示讲师团的作为。

三、为文化强省建设站台发声
文化强省以文化人、以文强省，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

讲师团作为党的理论宣传的轻骑兵， 肩负用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的重任， 首要要求是
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文化强省建设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个主题，唱响主旋律、彰显正能量，着力为
文化强省举旗定向、 凝心聚力出谋划策、 加油鼓
劲、 献计献力， 自觉担当起建设文化强省的新使
命， 积极引导和吸引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踊跃投入
到文化强省建设的大潮中来———

重点任务是要积极宣传、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
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前提
和基础性工程。 讲师团要充分发挥好中心组学习服
务、理论宣讲、理论研究等方面职能，通过多种形式
和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不断巩固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
量。 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继承弘扬湖湘
文化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用群众的语言、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主流价值， 提高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人民群众这个最大公约数，为
文化强省建设凝聚力量。

关键是要敢于“发声”“亮剑”。 近年来，在文化
强省建设过程中还经常有“杂音”。 一些所谓“专
家”鼓吹歪理邪说，宣传西方“普世价值”，搞“历史
虚无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少数别有用心的

“网络大V”，披着“为民请命”的外衣，翻云覆雨，扰
乱公众视线，甚至敲诈勒索，攫取不正当利益。 讲
师团作为党的理论宣讲的喉舌， 既要为文化强省
建设宣传鼓劲，更要为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抵制
各种错误思潮挺身而出、及时“亮剑”，在与各种错
误思潮和网络谣言作斗争中打头阵、当先锋，在理
论学习、理论宣讲、理论研究中明辨是非、划清界
线、澄清认识。

基础是要切实抓好讲师团的队伍建设和人才
培养，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用优良的作风锤炼
人，用有效的机制激励人，用过硬的本领塑造人，
在文化强省建设中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作风过硬、
业务精湛的宣讲队伍， 为落实我省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
贡献。

文化强省进行时

在文化强省建设中
彰显思想理论的引领力

湖南省委讲师团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鲁融冰
姜鸿丽 见习记者 苟立峰 陈阳)英雄
壮举催人泪下，榜样力量感动人心。
今天，《湖南日报》 头版刊发的姜开
斌英雄事迹在英雄的家乡常德引发
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姜哥， 一路走好!” 姜开斌老
家———鼎城区许家桥回维乡中堰村党
总支书记黄功信回忆起乡亲们送别的
场景，历历在目。当载着勇士骨灰的灵
车驶进村时， 村里的男女老少早已聚
集在路旁，手捧鲜花，迎接英雄回家。
黄功信说，姜开斌是村里的骄傲。村支
两委将在近期组织“学习姜开斌同志
英雄事迹”主题党日活动。

“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安危的
抉择， 姜开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
者。向老兵致敬，向英雄致敬 !前辈

的献身精神永存， 激励着我们继续
前行!”2008年6月入伍的常德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宣传干事焦盛洋激动
地说。

常德市民政局局长龚美爱说，
无论何时，英雄都是最可爱的人。在
和平年代， 希望社会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爱和尊重。

8月27日， 常德市委主要负责人
在看望慰问姜开斌的家属时表示，姜
开斌同志用生命谱写了初心不改、信
念当先、许党报国的壮歌，是常德全
市人民的骄傲，是广大退伍转业军人
的楷模。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英勇献身的3位同
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他们坚定理
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
责、许党报国的优秀品格。

《丹心忠骨映深蓝》报道引发强烈反响

姜开斌英雄壮举催人奋进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黄兰香在致辞中表示， 推动创

新创造要从娃娃抓起， 期待获奖的
小发明家将此次获奖作为创新探索
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 勇攀创新创
造高峰，努力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国家、无愧于民族的新一代接班人。

典礼现场颁发金、银、铜奖和优
秀创意奖等。29家学校、 少年宫和

少年儿童科技活动中心被授予“宋
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示范基地”。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井顿泉向
给予活动支持的湖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等机构和捐赠企业颁发
“共襄善举”青花瓷樽。

在湘期间， 王家瑞还先后赴长
沙、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
地考察调研。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在株洲智轨示范线体育中心站，

张涛乘坐智轨列车，深入了解路权分
配、细分市场、应用前景等智轨产业
发展现状和趋势。他指出，要加大研

究和市场推广，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据介绍， 督查组在湘期间将重点

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
工作报告》 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贯彻落
实情况，深入我省各地开展实地督查。

� � � � � 8月26日， 永顺县芙蓉镇响塘村香花菌生产基地大
棚， 技术人员在指导村民培育香花菌。 2015年， 省农科
院对口扶贫响塘村以来， 带领村民发展猕猴桃、 白皮
柚、 香花菌等产业，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孟春绒 摄影报道

科技
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