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市奋力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

■ 何庚文 颜石敦 何庆辉 肖敦标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郴州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积极履行“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基本职责，抓实“两个巩固”根本任务，高

昂主旋律、宣扬正能量，收获满园芳华。

当前，宣传思想战线已经由正本清源进入

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 郴州坚持守好原则底

线、保持立场定力，着力推进思路理念、内容

形式、方法手段、话语体系、体制机制等

创新，推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不断

强起来。

守正创新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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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指引着行动
的方向，思想上“差很多”，行动上就会
“差更多”。

今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
处于关键时期，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越是面对挑战和困难， 就越需要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就越需要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保
持战略定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 推动宣
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守正” 是基
础。 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冯海燕表
示， 将继续强化理论武装， 狠抓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理论研究阐释等，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进
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按照学深悟透、弄通做实的要求，
今年来，郴州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全面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市县两级党
委中心组共组织集体学习 123 次， 中心组学习的
龙头示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

临武县把各级中心组打造成理论学习的“示
范组”，以少数带动多数，一级讲给一级听，一级带
着一级学， 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

该市社科理论界加强理论研究阐释， 组织开
展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理论征文活动，共收到理论文章 200 多篇。

同时，郴州强化责任担当，深入开展意识形态
工作“建制度、学制度、用制度”活动，充分管好守
好意识形态阵地，严格落实督查考核，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该市建立健全主体责任定期报告工作机制和
突发事件新闻应急处置制度， 并贯穿意识形态工
作各方面、全过程，责任到事到岗到人，被中宣部
评为全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 北湖
区开展基层党委书记抓意识形态述职报告和层层
签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责任状等经验做
法，被中宣部重点推介。

为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今年，该市先后
对 11 家网络平台进行整治，下架涉黄“秒拍”“美
拍”等应用程序 27 个，关停赌博类网站 5 家。

“我们严格落实督查考核，抓好中央、省委专
项巡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反馈问题的整改
落实，目前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郴州市委宣传
部的同志告诉我们， 市县两级还分别组建了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检查小组， 先后开展了 3 轮
意识形态工作专项巡察检查，市本级巡察了 60 个
市直单位党委（党组）。

坚 持 创 新

把握社会脉搏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创新是关键。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 意识形态领

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趋势，郴州坚
持宣传理念创新、手段创新等，紧紧把
握社会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
生活。

该市坚持新闻发布规范化、 制度
化，先后组织开展了 33 场“砥砺奋进
的五年”和 11 场“改革开放 40 周年”
重大主题宣传集中发布会活动， 策划
制作了《大美郴州》等外宣精品读本，
充分展现了郴州精彩。

去年，围绕“砥砺奋进的五年”主
题， 郴州举行了 33 场新闻发布会，集
中发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党的建
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取得的重大成
就。 这是该市重大主题新闻宣传的一
次有益尝试，实现了权威性、全面性、
新颖性等有机结合， 为郴州经济社会

发展汇聚了强大正能量。
今年 9 月，郴州集中组织举办 11

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分类
组团发布 40 年来的辉煌成就和巨大
变化。 相比之下， 今年活动主题更突
出、 覆盖范围更广泛、 发布形式更多
样、报道内容更鲜活，引发社会群众热
议，数十家中省媒体竞相报道。

不仅如此， 该市采取“互联网 +
宣传”、快板宣讲、板凳课堂、理论轻骑
兵等方式，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该市开展网上理论传播， 开设十
九大·百问百答、 郴城说理等专栏，推
出《小邑快乐分享———十九句话读党
的十九大》 等 100 余个微课程、 微视
频、微动漫、H5，推动“理上网来”，让
理论学习“活”起来。

各县（市、区）创新宣讲手段，让群
众听得进、听得懂、记得住、受教育。

在中宣部刚刚揭晓的全国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评选中， 宜章县理论快板
宣讲队榜上有名， 成为这次受到表彰

的 39 个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之一。
该县理论快板宣讲队采取说唱的方
式，用鲜活的事例、朴实的语言、精彩
的互动，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和部署，送至
群众家门口。

桂阳县把新风讲习所建在支部、
扶贫点、项目一线、田间地头，被评为
全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深、天天新”示
范点。 目前，该县创办新风讲习所 398
个，今年来开展宣讲 1300 多场，受众
达 10 余万人次。

汝城县创办新时代农村晚上讲习
所，乡镇驻村干部、扶贫工作队和村支
两委班子结合脱贫攻坚开展“日访夜
谈”活动，令群众备受鼓舞，脱贫干劲
十足。

郴州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将坚持线上线下一齐发力、理论舆
论双轮驱动，进一步创新宣传形式，到
群众聚集的地方、在群众方便的时间、
用群众喜爱的方式，讲好“网言网语”
“方言俗语”，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培育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育人？成了各地思索的
时代课题。

郴州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把思想
道德建设融入“四个 100”活动，即 100
堂精品理论课巡回宣讲武装人、100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融入贯
穿提升人、100 名“好人典型”示范带
动引领人、100 条好家规好家训实践
养成熏陶人。 目前，“四个 100”活动在
郴州大地开展得如火如荼， 探索出了
一条培养时代新人的新路子。 今年 9
月， 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在第十三届
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作大会交流发
言，介绍了该市强化价值引领、培育时
代新人的经验做法。

该市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主
题，精心策划制作 100 堂理论精品课，
创新开展“七大分队进基层·七进七讲
聚人心”主题宣讲活动，即通过领导分
队带头讲、专家分队深入讲、文艺分队
生动讲、媒体分队创新讲、典型分队示
范讲、志愿分队广泛讲、党员分队人人

讲，深入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
军营、网络七大阵地开展巡回宣讲。

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
根，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市民日用
而不觉的精神力量。 该市按照公益宣
传氛围好、入脑入心领会好、贯穿融合
结合好、实践养成效果好、典型示范引
领好等标准， 打造 100 个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示范点。

驻足嘉禾县九老峰森林公园百米
文化长廊前，审视新二十四孝、历史文
化名人家风家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容解读等，令人深受启发。市民邓
和明说，每次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都
有新的感悟。

同时，郴州大力推进“好人之城”
“志愿之城”建设，出台《郴州市礼遇帮
扶“好人典型”实施办法》，对“好人典
型”在医疗保健、住房保障及就学、就
业等 16 个方面进行礼遇帮扶。

礼遇帮扶好人，好人层出不穷。近
年来，该市 100 多人先后入选“中国好
人”“湖南好人”，雷冬竹、刘真茂被评
为全国道德模范，马恭志、曾宪国、谢
运良、 首嫣嫣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志愿者。“中国
好人” 首嫣嫣倡导成立了郴州市苏仙
区义工协会，发展会员 200 多名，定点
联系 20 多名孤寡老人，12 名重度残
疾人、3 所残疾人学校、6 所敬老院，把
关爱行动扩大到了全区。

我们了解到， 目前郴州共有志愿
服务组织 900 多支， 注册志愿者达
78.3 万人。

该市还围绕议家教、讲家事、立家
训、扬家风、传家礼，广泛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在我家”系列活动，
积极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征集活动，评
选出“以孝为先、以勤为本、以诚为守”
等 100 条好家训好家规， 将其汇编成
《我的家风》 读本发放给广大干部群
众，以家庭文明影响社会文明，涵养党
风政风民风。全市先后涌现出了“全国
文明家庭” 何利群家庭、“全国最美家
庭”李春芝家庭等。

以 文 化 人

培育时代新人

今年来， 郴州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全面
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市
县两级党委中心
共组织集体学
习 123 次。

采取 “互联网+
宣传”、快板宣讲、板
凳课堂、理论轻骑兵

等方式， 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

精心策划制作 100
堂理论精品课，创新开
展 “七大分队进基层·
七进七讲聚人心”主题
宣讲活动，深
入 企 业 、 农
村、 机关、校
园、 社区、军
营、网络七大阵
地 开 展 巡 回 宣
讲。

“向南开放看郴州” ———改革开放 40 年·海外华文媒体高层郴州行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庭院。 （本版图片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3 月 5 日，中国郴州好人节主题论坛举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广场———五岭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