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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
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为响
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和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中南大学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运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夯实网络思
政基础。

加大建设，构筑新媒体矩阵。学校陆续
投入2亿元，打造“数字中南”智慧网，先后创
建22个思政教育网站，其中12个成为省部级
示范性网站或全国高校百佳网站，构筑起合
奏共振的德育网站群。

以点带面，增强辐射带动力。建设了“中
南小团子”“中南党建”等一批公众号，对准

身边的典型，开展典型示范引领。
二、注重网络思政内容建设，增强时代

感和吸引力。
丰富理想信念教育，唱响主旋律。校内

各类新媒体平台持续推出“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题，各类新
媒体吸引粉丝超过20万，新媒体矩阵已经架
构起吸引学生关注、凝聚学生感情、托举向
上向善的好平台。

加强典型人物宣传，传播正能量。近年
来，学校推出师德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辅导员、 十佳大学生等先进人物的集中宣
传，包括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袁世平、自强
不息脑瘫少年莫天池、湖南教育年度人物带
着失明母亲一起求学的吴步晨等,影响广泛。

注重新的表现形式，创作时尚潮流微产
品。学校创建的微产品创意工作站，入选首
批“教育部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近期推
出的“筑梦小屋”思政教育网上直播微课堂，
每期话题阅读量平均突破20万。

三、抓实网络宣传阵地管理，维护网络
思政工作安全。

强化阵地管理，加强舆情监测。严格落
实责任制，出台相关制度；管好校内网络媒
体，严格审核制度；设置专人专岗负责网络
舆情监测和处置，形成规范的日报及重大舆
情专报制度。

提升新媒体素养，加强培训。制定舆情
应急处置预案，同时提升舆情工作人员的理
论水平和应对能力。

� � � �近年来，湖南大学紧紧围绕“两个巩固”
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中央和部省有关意识形
态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
地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促进了意识形
态安全，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发展提供了坚
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文化条件。

一是抓课堂讲授纪律零容忍。推行师德
师风规范，修订《教学规程》和《教学细则》，
强化教师课堂讲授的红线和底线；严格执行
国家教材委员会的规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校领导
带队， 严防课堂出现错误观点和不当言论，
对违者一律零容忍。

二是抓讲座报告举办不懈怠。严格举办
程序，对主讲人和主讲内容层层把关。强化
主持人对讲座现场的全权把控。同时，对讲
座实行现场录音备份备查。

三是抓媒介规范发声立主流。加强登记
备案，严格稿件编发，对校内各单位自办媒
介定期开展年检，开办专题培训班，重点对

各媒介负责人开展轮训。
四是抓社团活动管理严规矩。明确主体

责任，校团委书记和学生社团负责人所在学
院的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为第一责任人。严把
社团成立审批关、 社团负责人资格审核关、
社团活动内容审查关和社团年检关。社团活
动由校团委与社团负责人所在学院双重指
导，并配备一名校内指导教师。

五是抓网络空间建设促清朗。对学校举
办的论坛实施实名上网制度， 在网大论坛、
抖音等公共网络空间，投放雅俗共赏的文化
作品引领网络文化。近3年来，自主制作、投
放《不屈的文脉》《约麓山》等视音频文化作
品120余件。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大力推进课程思政。通过有机整合
和系统梳理，确保各类课程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二是努
力建设媒介矩阵，积极探索融媒体中心建设
和中央厨房建设，持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 � � 湖南师范大学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理论育人、文化育
人、实践育人”“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取得了
积极成效。

一是强化理论育人， 主流声音听得见、
叫得响、传得开。作为省级首批重点智库，我
校有省部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13个。依托智库平台，积极组织专家教授
每年在校内外作辅导报告300余场次， 涌现
出了唐凯麟、朱翔、吴家庆等一批泰斗式“明
星专家”。2015年以来， 智库成果先后6次得
到中宣部、教育部、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推
介。2项智库成果入选2016年度湖湘智库研

究“十大金策”。强化网络舆论引导，积极抓
学生理论宣讲队伍建设。

二是推进文化育人， 主流文化看得见、
走得进、入得心。坚持精神文化引领，积极开
展“十佳师德标兵”“十佳青年教工”等评优
表彰活动，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强化制度
文化规范，设立校长有约谈心谈话、院长圆
桌会议等体制机制，开展教师与学生“一帮
一”制、政工干部与学生宿舍“手牵手”等活
动全员育人。注重行为文化示范，坚持30多
年来每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学生学术节
等系列文化活动，开设了至善讲堂、麓山论
坛等系列讲座，不断提升师生文化自觉和自
信。突出环境文化熏陶，重点打造了校园“八

景”、岳麓山抗战文化园，高标准建设了“三
馆一厅”。

三是创新实践育人， 主流价值摸得着、
做得实、落得细。目前，学校共有21个区校共
建大学生道德高地、105个社会实践与志愿
服务基地，每年常态化开展道德实践和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800多项， 学生志愿者注册
率达98%。“区校共建”模式，得到了省委领导
的高度肯定和十余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
推介。

下一步我们将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意识
形态安全的“防火墙”，健全完善“大思政”一
盘棋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思政队伍和党务
工作队伍建设。

� � � �红色文化是我国特有的价值符号,是增
强“四个自信”的基本底色，是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资源。 长期以
来，湘潭大学探索形成了“红基地、红教材、
红课堂、红文化”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取
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依托基地平台， 推进红色文化理论研
究，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近年来，学校在
《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发表相关理
论文章100余篇， 极大丰富了思政教育内
涵；聚焦党史研究，推出《毛泽东著作辞典》
等系列丛书和涵盖151种进步期刊、428册、
3亿余字的红色文化宝藏———《红藏：进步期
刊总汇(1915-1949)》；全面参与韶山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一号工程”建设等活动，为地方
红色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提供智力支撑。挖
掘校史中的红色元素， 建立毛泽东铜像广
场、毛泽东主题文化展、校史展览馆等人文
景观，打造红色文化校园。

发挥学科优势， 完善红色文化课堂教

学，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湘潭大学现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共党史、红色旅游管理等一大批特色鲜明
的学科专业。学校依托优势学科，不断改进
课堂教学，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各个
环节。广泛开展读（原著）、听（专题报告）、讲
（系统讲授）、谈（讨论交流和答疑）、看（影像
资料）、走（社会调查）、写（读书心得）等活
动，使红色文化教育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

搭建实践载体， 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
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学校搭建红色
实践平台，把“红色元素”融入“青马工程”、
学生素质教育、 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
营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红色实践文化氛围。
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举办“重
温入党誓词，缅怀伟人功绩”等多种形式的
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重走毛泽东成长
之路”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成为红色文
化的自觉弘扬者和传播者。

� � � � 湖南理工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巩固全国文明
单位创建成果，发挥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
校园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的做法是：

一、传统文化重创新，引导学生常怀忧
乐之心。屈原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和文
化符号，成为学校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云
梦学刊》从1985年起就设置了“屈原研究”专
栏，33年来成长为世界屈学理论研究高地。
“屈原文化研究” 被确立为湖南省社科研究
基地，建立了4个屈原文化研学站。

建好“传统文化园”，开展“清明祭英烈”
“端午诵经典”等系列主题活动。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重点支持了“千古传
奇：岳州窑”等课程建设，吸引5000余名学生
选修。

二、红色文化重传承，引导学生力行报
国之志。擦亮红色课程底色，将湘鄂赣边红
色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举办“红色文化
论坛”， 强化教师对地方红色文化的学习和
研究，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彰显红色实践特
色，开展“与信仰对话”主题党日、团日活动
等系列红色活动，组织学生开展抗战遗址考
察、慰问抗战老兵等，将红色文化融入实践
教学。

三、校园文化重浸润，引导学生多承奉
献之责。 以文明秀美的环境熏陶人，让广大

学生在美丽校园中接受熏陶、 感悟成长。以
亲近信美的典型感染人，日常化开展“最美
理工”评选推介活动， 开展“一月一模范”道
德讲堂活动，利用“五四”“七一”组织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大学生开展巡回报告会。以志
愿服务的精神感召人，学生与国内外13名白
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是目前全国捐献造血干
细胞最多的高校，学生年均有两次以上的志
愿服务经历，学校先后18次获全国社会实践
活动先进单位。

下一步，我们将以文化为切入点，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融入课堂教学、融入社会实践，以文
化自信引领学生“信仰之路”。

� � � �长沙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思想政治
工作，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获评“全国高校实
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取得了良好育人成
效。

一、 创新思政课堂教学， 让思政课程
“火”起来。学校抓紧、抓实、抓好课堂教学这
个“牛鼻子”，2017年以来投入近1200万元，
用于思政课改革研究。学校与长沙市委宣传
部签订了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三年工作方
案，明确10个方面共建任务。学校获批全省
党的创新理论研究10个基地之一。

二、挖掘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让课程
思政“实”起来。 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纳入专业课教学内容；明确课堂
教学育人要求，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
和满足学生成长诉求、时代发展要求、社会
进步需求；增强专业教师的责任感，把思想

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融合、相辅相成。
三、 优化实践教育体系， 让实践育人

“动” 起来。 学校建有100余个实验实训基
地，每名学生在读期间至少参加一次规范化
的社会实践活动或社会调研课题。2016年
以来学校有5个团支部和7个大学生“三下
乡” 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荣获团中央表彰；获
评全国“四进四信”优秀基层项目1项。获评
湖南省高校“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项。

四、完善学生指导和帮困服务体系，让服
务育人“暖”起来。学校构建了学生指导、心理
健康、就业创业三服务的服务育人体系。在全
国高校率先对全体新生进行学习指导，《大学
生学习指导》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
课程”。创设了奋进向上的“奋进奖”，以及鼓
励对学习困难学生互帮互助的“奉献奖”，开
展一对一的学习帮扶活动。建立预警机制，实
行家校联动，开展“朋辈帮扶”，建立了五级心
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了“奖、助、贷、勤、补、
免”六位一体的学生资助体系。

� � �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精神，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积极探索“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育
人双轮驱动，始终将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和
志愿服务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实效性。

一、凸显职业道德，培养爱众亲仁的技术
技能人才。校级标准以“爱众亲仁”道德精神为
特色，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
容， 专业群以行业企业职业道德规范为内容。
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等内容和要求贯穿到各专业群的人
才培养全过程。广泛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

“西部计划”等活动，先后在益阳安化、怀化芷
江等地建成职业道德教育基地，学生通过实习
实践，内化职业道德素养。

二、弘扬工匠精神，培养一念执着的技术
技能人才。明确追求完美、专注事业、坚持不
懈、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标准。
开拓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其中民政信息
与智能化技术服务专业群引进企业6S管理，健
康养老服务和社会管理与服务专业群培养爱
民、亲民情感，形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通过
开展双创教育拓展工匠精神培育的创新路径。

三、强化志愿服务，培养以情为民的技
术技能人才。 学校一直把志愿服务作为践

行“以人为本，以情为民，以苦为荣，以助为
乐，以实为上”的有效途径。一是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服务中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志愿服务与大学
生素质拓展认证制度紧密结合，每位学生每
年完成20个以上学时的志愿服务工作， 计2
个学分。 将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结合起来，
开展专业化的扶贫济困、扶残助残、救援救
灾、敬老爱老等志愿服务。近年来，涌现出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冯丹、“最美乡村
支教老师”刘一村等一大批优秀志愿者,共涌
现出19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是湖南省高校
中选派人数最多的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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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高校宣传部长会议发言摘要

探索新时代做好网络思政工作新路径 强化管建结合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主导权中南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 刘建华

湖南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唐珍名

坚持“三位一体”协同推进 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晏昱

让红色文化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鲜亮底色

湘潭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齐绍平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王庆华

坚持立德树人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长 吴猛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长沙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宣传部部长 屈林岩

�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黄利飞）省
国土资源厅9月30日晚发布数据，今年4月至
9月汛期期间，全省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211
起。各地通过加强监测预警等措施，成功避

让地质灾害12起、紧急转移420人、避免人员
伤亡190人、避免经济损失783万元。

今年汛期， 全省共经历各类灾害性天
气过程22次。 其中9月份经历暴雨天气过

程4次，平均降水量96.7毫米，较常年偏多
39.6%。

截至9月30日， 省国土资源厅共派出省
级应急工作组共49批201人次， 赴各市州协
助地方开展应急调查和防灾督查等指导工
作。湖南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对重点督导隐
患点督查369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昨
天，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第四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确定， 共有
104位传承人入选。此外，我省首次实施退出
机制， 有2位省级传承人因为无法继续履行
传承义务，被依法取消传承人资格。

本次入选的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0类：民间文学有土家

族梯玛歌代表性传承人彭祖进等4人， 传统
音乐有靖州苗族歌鼟代表性传承人潘学文
等7人， 传统舞蹈有瑶族长鼓舞代表性传承
人赵雄等12人，传统戏剧有皮影戏（湖南皮
影戏）代表性传承人彭泽科等19人，曲艺有
鼓盆歌代表性传承人邵国兰等6人， 传统美
术有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艳等12人，传统技
艺有湘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许菊云等

24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有巫家拳代表
性传承人颜亮鸣等5人， 传统医药有中医正
骨疗法（江氏正骨术）代表性传承人江林等5
人，民俗有八部大王祭代表性传承人张顺涛
等10人。

据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新增
的省级传承人填补了多个项目没有省级传
承人的空白。去年起，我省开始对国家级和
省级传承人进行常态化考核，要求传承人在
保护好其所传承的非遗项目同时，必须履行
培养接班人的义务。对于不合格者，依法给
予警告或者取消传承人资格。

� � �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湖南省佛教协会集中在益阳广法寺前
广场举行升国旗庆国庆活动。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麓山寺
方丈圣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福建
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则悟法师，山西省佛教协
会副会长、 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昌善法师
等，与来自全国各省市区求授戒律的僧众参
加了升国旗庆国庆活动。

10月1日上午，常德市佛教协会、望城
区佛教协会等佛教协会都组织开展了集中
升国旗庆国庆活动。 各级统战、民宗部门给
宗教活动场所赠送了新修订的《宪法》，《宗
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书籍。

这是我省佛教界积极响应全国性宗教

团体《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
议》和全省宗教界倡导开展“五进五好”活动
的具体行动。“五进五好” 是指“党的十九大
精神、国旗国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策
法规、中华优秀文化进场所”“教职人员努力
做到政治品格好、守法遵规好、文明友善好、
传承文化好、服务社会好”。

参加升国旗庆国庆活动的宗教界人士
表示，在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9周年的喜悦时刻，宗教界更加感
念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更加应该高举
爱国爱教旗帜，始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
方向，积极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道路，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我省新增一批省级非遗传承人
首次实施退出机制

湖南今年汛期成功避让地灾12起

我省佛教界
举行集中升国旗庆国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