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 在浏阳市担任乡镇干
部的朱自明，从工资中拿出200元，为
当地6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发放奖
学金，从此开始了他的助学之路。那时
候， 他每个月的工资仅有40元。1998
年，朱自明退休时决定，把每月的退休
工资全部捐出去助学， 自己靠拾荒卖
废品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30多年来，朱自明老人累计捐资
40余万元，资助了120多名学生。这位
81岁的退休乡镇干部以非同一般的
“慷慨”感动了许多人。

文明社会，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
的文明。在今天，普及文明行动、引领
文明风尚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餐馆里，“适量点餐、杜绝浪费”的
观念已成共识； 红白喜事中，“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的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景区里， 乱扔垃
圾、乱刻乱画、摘花踏草的现象越来越
少，人们更加注重自身行为举止，让文
明成为最美的风景……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近年来，我省把学雷锋活动和志
愿服务有机结合，精心打造“雷锋家乡
学雷锋”活动品牌。目前，全省注册志
愿者突破960万，志愿服
务组织超过1.9万个。
推动志愿服务
制度化，2012年
我省率先颁布

《湖南省志愿服务条例》，并出台全国
首个《社区志愿服务管理规范地方标
准》。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今年春节以来，湖南多措并举开展移
风易俗专项行动。今年4月，全省部署
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
作。一个月时间内，全省党员和公职
人员签订承诺书199万余份，18001个
村（居）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全省党员
和公职人员对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工作知晓率达95.7%， 城乡居
民知晓率达86.12%。目前，群众奢侈
浪费、大操大办现象得到遏止，戒奢
克俭、健康适度的文明新风正在形成
并逐渐深入人心。

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近2300所，
在未成年人中开展“向国旗敬礼”、关
爱留守儿童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讲文明，树新风”“保护生态
环境， 倡导文明新风”“礼让斑马线”
等活动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时代新
风得以弘扬。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
有力量。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
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
也要极大丰富。

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
程，三湘百姓共赴文明之约、
共享文明之果， 将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凝聚起强
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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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育东

“那个洪水来得好猛，我们都吓坏了。
要不是刘和伏跑来救出我们， 我们恐怕就
没有人在了。”9月11日， 说起两年前那场
洪灾，聂仲香仍心有余悸。

聂仲香是桃江县鸬鹚渡镇蒋家冲村刘
家仑组村民，刘和伏是村里的小组长、共产
党员。2016年7月初，连续暴雨引发的泥石
流侵袭蒋家冲村，刘和伏不顾个人安危，在
危急时刻勇救7名村民。

2016年7月初， 桃江县境内普降大到暴
雨。7月4日凌晨5时多，地处偏僻山坳的蒋家
冲村刘家仑组又下起了暴雨。 这天早上7时
许，通宵处理积水刚回家休息的刘和伏被叫
醒，原来村子背后一座山上有一股激流夹杂
着滚落的石块冲向村民房屋，一些地势低洼
的房屋已经进水。危急中，刘和伏从地势较
高的家后面山路去察看，发现山体在暴雨冲
刷下已出现多处裂缝，有崩塌的危险。

刘和伏第一时间想到了住在溪沟左侧
道路旁的刘昌桥老人一家。刘昌桥已82岁，
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家中有他和75岁的老
伴及一个女儿。刘和伏赶到刘家，当时刘家
楼房一楼进水已近1米深。刘和伏只好从后
面翻窗进屋，大声对老人说：“水来了，赶快
走人！”说完，他背起刘昌桥，蹚水把老人转

移到安全地带， 随后又接连救出了刘昌桥
的老伴和女儿。

在转移完刘昌桥一家后， 刘和伏一边
跑一边大声呼喊：“大家快撤，保人要紧，不
要拿东西!” 大部分群众在他的呼喊中，跑
到了安全地带。

没有休息片刻， 刘和伏又赶到地势较
低的80多岁的刘运冬老人家。刘运冬和老
伴都是二级伤残， 行动不便。 刘和伏赶来
时，他家一楼已被淹，洪水还在往屋子里猛
灌， 两位老人挪到了二楼， 但还舍不得转
移。刘和伏冲到楼上，马上背起老人下楼。
在背老人出屋时，由于看不清门槛，刘和伏
的脚被房门卡伤了，但他顾不上痛，坚持把
两位老人背到安全的地方。

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刘和伏与时
间赛跑，同山洪搏斗，冒着生命危险，接连
救出了7名村民。在刘和伏带领下，地处危
险区域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了。“当时面对
这么大的危险，你不害怕吗？”面对记者提
问，有21年党龄的刘和伏说：“情况很危急，
来不及怕了，救人要紧。”

村民刘海清告诉记者， 刘和伏平时就
对村组的事很热心，像修林道、修公路这些
事，他都主动帮忙做工作。他还关爱老弱村
民，帮他们干些体力活。在危急情况下,他
能挺身救人，这不出人意料。

■点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急时刻，更见
党员担当。在洪水袭来时，刘和伏奋不顾身抢
救群众，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把群众安全放在首位 ，见义勇为 、冲锋在
前， 刘和伏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也应该在社会上得到大力提倡和弘扬。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韩雪

88岁高龄，仍下田搞科研的“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不顾个人安危，勇救落水女
童的画家段江华；撑起生命之舟，守船救人
近20载的水文站临时工段意花……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
边好人”，在三湘四水激荡起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的浓厚氛围。

为什么我们身边，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模范、楷模、好人？答案有很多，但一个不容

忽视的因素是：精神文明的进步，激发出人们
博大的善与爱。

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进步最深沉最持
久的力量。国家昂扬前行，离不开强大的精
神支撑；民族生生不息，需要丰润的道德滋
养。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改
革开放后，党中央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战略方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随着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文明守
礼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苏莉）9月12
日，“湖南好人”、 邵阳籍爱心企业家肖剑锋与
“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达成合作，将携手开
展精准助学。资助对象为湖南省范围内、生活
特别困难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或“湖南省三八
红旗手”家庭中的孩子(子女或孙辈)。

这个资助计划的背后， 有一个温暖的故
事。

肖剑锋是邵阳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村
人。上世纪90年代南下广东务工，后来创办
五金制品公司，年产值过亿元。事业成功的肖
剑锋，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一些乡亲们住的还
是老房子，走的还是泥巴路，总是揪心。

2015年，肖剑锋回到家乡，租下村里近
1000亩荒山，带领村民种油茶。他成立裕锋
高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入500多万元，
种植油茶1100亩， 同时还兴建综合养殖场。
去年带领村里4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近2万
元。肖剑锋还出资460多万元，为村里修建水
泥路。今年3月，肖剑锋被省文明办评为“湖南
好人”。今年5月，肖剑锋家庭被全国妇联授予
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女儿肖霞也心存
大爱。她持续多年照顾村里的孤寡老人，把自
己获得的补助用来资助困难同学， 曾被省妇
联评为“最美湘女”，并被授予“湖南省三八红

旗手”称号。《今日女报》记者谭里和曾以《孝
行天下：大学生女兵和远征军人遗孀至亲20
年》、《她曾把国家补助的1.2万元全用来资助
同学》为题，报道肖霞事迹，弘扬正能量。

因为女儿的缘故， 肖剑锋开始接触并关
注“三八红旗手”这个群体。

“她们不但是劳动者，还是母亲，她们坚
定生活信念，微笑面对困境，用自身的自强不
息影响和教育下一代。”肖剑锋说，许多“三八
红旗手” 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 特别是一些
“三八红旗手”家境贫寒却坚守岗位、勇于奉
献。 他很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她们
以及她们的孩子们。

为此，肖剑锋出资10万元，委托“今日女
报谭里和工作室”，精准资助生活特别困难的
“全国三八红旗手”或“湖南省三八红旗手”家
庭中的50名孩子(子女或孙辈)上学。根据实
际情况， 一次性资助每人1000元-3000元。
由各级妇联及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核实情
况后，给予现金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肖剑锋所委托的“今日女
报谭里和工作室”领衔记者谭里和，也是“中
国好人”。 其工作室以有温度的民生新闻报
道，赢得社会广泛关注。

金秋伊始，两位“好人”将携手开启一段
新的爱心佳话。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刘和伏：洪水中勇救七村民 两位“好人”携手精准助学
资助对象：家境贫困的全国或省“三八红旗手”家庭孩子

刘和伏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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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导游，先救游客！”在生死瞬间，
22岁的导游文花枝对赶来救她的警察和医
生说。这一幕发生在2005年8月28日下午。
湘潭新天地旅行社导游文花枝和26位游客
乘坐的旅游车， 在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境
内210国道上与一辆运煤大货车迎面相
撞。顿时，旅游车被撞得严重变形，车内一
片血肉模糊。

救援人员砸开窗户爬进来， 一个个游
客先后被抬出去。下午4时多，文花枝最后
一个被救下车。 因为耽误了近两个小时的
救治时间，她不得不截去坏死的左腿。

文花枝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广
泛社会反响。2007年， 文花枝获评第一届
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同年，袁隆平、杨
怀保分别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道德模范。

奉献着自己、感动着别人的道德模范，犹
如一盏盏精神明灯，给社会带来希望之光。近
些年来，全省涌现出“雷锋家乡小雷锋”周美
玲、“大山之子” 刘真茂等全国道德模范13人
（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48人次，全
省道德模范68人，张超、谢海华等10人（组）获
评“感动中国人物”，近400人登上“中国好人
榜”，700多人登上“湖南好人榜”，11人入选
“全国美德少年”，可谓群星灿烂。

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一
种情怀、一种品格、一种力量。

不断深化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提升了人们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全国文明城市从2005年开始评
选表彰，经过数年创建，2011年，长沙
市、 常德市被评为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湖
南的全国文明城市实现“零的突破”。2014
年，岳阳市、株洲市迈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2017年， 文明城市创建再传喜讯———湘潭
市、韶山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韶山市
成为我省首个县级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日益增多。目前全
省有全国文明村镇164个，省级文明村镇241
个；全国文明单位212个，省级文明单位1077
个，省级文明标兵单位259个。

时代日新月异， 文明创建的内涵外延也不
断丰富。近两年，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三大创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创建。2016年， 我省10户家庭获评全国
文明家庭；100户家庭获评省级文明家庭。2017
年，24所学校成功创建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

“从‘三大创建’到‘五大创建’，覆盖面
越来越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
任刘进能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校园是未
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地方，创建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抓住了关键的人群。

向纵深发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以扎实成效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靓
丽色彩擘画了文明湖南的壮美画卷。

1986年10月
湖南省文明单位建设办

公室成立。

1988年2月4日
湖南省首届省级文明建

设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在长沙
召开。

1990年3月5日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在

望城县雷锋纪念馆举行新形势
下全省开展学雷锋动员大会。

1991年1月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成立。

1996年10月
《湖南省 “九五 ”期间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 》
颁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省第一个指导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的规划。

1997年3月
湖南省精神文明指导委

员会成立，湖南省精神文明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同时成立。

2003年2月
郑培民获评 “感动中国

2002年度人物”。此后，衡阳
武警消防官兵、袁隆平、黄伯
云、 黄舸、 李丽、“油菜花父
子” 沈克泉和沈昌健、 秦玥
飞、 张超、 谢海华相继获得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殊荣。

2004年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湖南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
位、 文明标兵单位评选和管
理办法》。

2007年9月
袁隆平、文花枝、杨怀保

被评为第一届全国道德模范。
此后，杨绍军 、雷冬竹 、任菲
莉、许月华、唐中和、李国武、
廖月娥、周美玲、刘真茂、匡兵
和温琦华夫妇获得该荣誉。

2011年12月
长沙市、 常德市被评为

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此后，
岳阳市 、株洲市 、湘潭市 、韶
山市相继迈入全国文明城市
行列。

精神文明创建向纵深发展，不断书写文明的新高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改革开放初期， 市场经济在解放与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 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冲
击，权力寻租、思想道德滑坡的现象开始显
现。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
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日益迫
切的现实需要。

湖南是雷锋的故乡。从上世纪80年代
起，每年3月的“全民文明礼貌月”，全省“学
雷锋 树新风”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当时，怀化靖州排牙山林场的工人梁志
高，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自费购买理发工
具， 给林场职工和附近的老百姓免费理发。
“剪个头发要到非常远的地方去， 林场工人
和附近的住户都有这个需求， 给老乡们理
发，也便于向他们宣传护林知识。”从此，梁
志高再也没放下这把“免费理发”的剪刀。

经济日渐活跃，湖南省委、省政府逐步
加强了对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1991年
1月，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成立。

199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要求深入持
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精
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 湖南省委、 省政府制订并颁布了

《湖南省“九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第一个指导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也是一个开创我省精
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的跨世纪的规划。” 省社科
院科研处处长潘小刚，是该《规划》的起草成员
之一，当时年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一年。

潘小刚回忆，由于可供参考的资料少，起
草组在全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 了解了
各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 取得的主要
成就及存在的不足， 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形
式方法手段等。潘小刚说，《规划》的颁布与实
施， 将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推进到一个
新阶段。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抓精神文明建
设的领导机构陆续成立。1997年， 湖南省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由时任省委副书记
郑培民担任主任， 相关厅局参与文明委的工
作，形成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原来的
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处升格为湖南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省
文明办”）， 负责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协
调、指导，邓吉雄是省文明办的第一任主任。

如今已到古稀之年的邓吉雄告诉记者，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开始兴起，“五讲四美三热爱” 等一个又一
个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如春风吹拂三
湘四水。

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知礼节明荣辱的精神文明

� � � � 2011年8月12日，长沙市芙蓉广场CBD金融商贸中心。同年，长沙市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2007年12月27日，2007年“芙蓉学子·榜样力量”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颁奖晚会在湘潭大学举行。
全国道德模范文花枝（右）、杨怀保(左)获“芙蓉学子·感动湘大”奖。（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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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弘扬时代新风，文明成为最美的风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