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里传技
8月17日， 蓝山县金石路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小区， 瑶绣传承人赵女古
（戴头巾者） 和邻居中的瑶服爱好者交
流瑶服绣制。 今年， 村民分房入住后，
该小区组织手工艺人互帮互助， 传授
手工技能， 提升村民的就业技能， 拓
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杨雄春 唐力洋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金慧 ）8月
19日， 长沙市发改委和教育局共同召
开全市公参民办学校收费工作会议，
宣布今年全市22所公参民办学校学历
教育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 学校
须不以盈利为目的， 据实收取服务费
和代收费，报发改委备案后执行。

会议明确， 新政策将从2019年秋
季开学起执行，有效期为5年。在此之
前，市发改、教育行政部门已要求制定
今年秋季学费标准的公参民办中小学
校，应严格按标准执行。对于暂未制定
的公参民办学校， 则按自定标准收费
并对外发布。开学之后，市发改委与教
育局将对所有办学时间1年以上公参
民办学校进行成本监审， 学校自定标
准如有超出，冲减2020年春季学费。

据了解， 公参民办学校作为长沙
民办教育特色， 是依托公办名校参与
举办的民办学校，即名校办民校。近年
来， 公参民办学校依托与名校合作的
品牌、师资和教学管理资源，得到了健
康有序发展，满足了社会多层次需求，
逐渐成为公办学校的有效补充。

“公参民办学校收费要将教育的
公益性放在首位， 体现义务教育的非
营利性原则。” 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
记、主任夏文斌表示，市发改委将会同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严格管理、 规范收
费， 确保全市公参民办学校收费合理
可控、群众满意。

长沙严控公参民办
学校收费标准

将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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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8月19日， 在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
湖南的图书《乡村国是》获得特别奖。

获知喜讯后，记者第一时间致电《乡
村国是》作者、湖南作家纪红建。他谦虚地
说，这部作品能获奖，是对广大奋斗在扶
贫一线的党员干部、扶贫队员、贫困群众、
脱贫群众等多个群体崇高的致敬。在伟大
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面前，讲述和传播鲜
活感人的中国故事，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
时代见证者和记录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部行走出来的心血之作

“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行走，行走
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
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但创作实践让我感
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 也让我深深感悟
到： 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
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
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
纪红建始终认为，方向是根本，行动是关
键，报告文学作家更需要扎扎实实、默默
无闻地行走、记录、思考和报告。

《乡村国是》是一部行走出来的心血
之作。 耗时两年多， 纪红建深入六盘山
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
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

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
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广
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安徽、
西藏1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39个县
（区、县级市）的202个村庄，实地采访脱
贫的老乡和当地扶贫工作者， 带回了
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
万字的采访素材。历时8个月整理、思考
和创作，这部近40万字、饱含心血的报
告文学作品终于完成。2017年9月，《乡
村国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推出来后， 立即在社会引
起强烈反响。书中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
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
就，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
真实、全面、生动地描述了我国扶贫工作
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充满着思辨和温暖。
有评论家称，该书全景式、纪实性呈现了
中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和成效， 是用报告
文学形式记载脱贫攻坚这一历史性事件
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是一部庄严厚重、气
势恢宏的文艺扶贫力作。

一次巨大的考验与挑战

回忆《乡村国是》的创作历程，纪红
建坦言， 这段经历对自己也是一次巨大
的考验与挑战。

“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
沉重的命题，我该写什么？怎么写？我有

‘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面对浩瀚

的历史、广袤的大地，特别是无私奉献的扶
贫队伍，勤劳、顽强的贫困群众，我的笔端是
如此的无力而幼稚。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共和国脱贫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诸多优秀
扶贫作品其创作之艰难、价值之珍贵。”

创作期间，纪红建曾经苦闷过，也曾经
纠结与犹豫过， 甚至萌生过打退堂鼓的念
头，但庆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诸
多良师益友的鼓励与支持。 国务院扶贫办
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给他发
来微信，“采访都在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尽量避开暴雨季节， 当心洪水和泥石
流。”“除了要注意人身安全，还要注意采访
资料的保存。”《乡村国是》一书的责任编辑
周熠在他孤独的采访路上和纠结的创作过
程中送来慰藉：“你跑了这么多贫困地区，
很苦也很累， 但都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迹
的。”《中国作家》 资深编辑汪雪涛鼓励他
说：“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 你把采访的
故事， 以及行走中酸甜苦辣都在作品中进
行叙述，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意义所在。你是
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温暖而鼓励的话语， 不断给纪红
建传递精神力量。他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
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 围绕着人心
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把这部作品写
了下来。

一名忠诚的记录者、见证者

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乡村国是》连连斩获重要奖项，风头
正劲。

纪红建却说， 他对于这部作品有了新
的认识和理解。

“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面前，我
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 所做的是那么微
不足道。我关注到，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合力
攻坚下，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
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
累计减少8239万人， 连续6年每年减贫规
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 贫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1.7%。全国832个贫困县，超过
一半已宣布摘帽。 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完成了87%。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明
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脱贫攻坚创造了了
不起的人间奇迹。”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啊！ 这是多么了
不起的成绩呀！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如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挑
战。此时，更需要挖掘和记录脱贫攻坚伟大
精神，营造良好扶贫氛围。作家，特别是报
告文学作家，作为时代忠诚的记录者、见证
者，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纪红建说：“在以后的创作中， 我将
一如既往地行走，以扎实细腻的笔触，探
索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等深
刻的现实话题，讲好湖南故事、传播好湖
南声音。”

■编者按
在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湖南4部作品获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是我省文艺精品创作

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良好开端，展示了“文艺湘军”的新作为、新形象。从今天起，本报开辟专栏连续推介图书
《乡村国是》、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那座城这家人》等获奖作品，对其作简要介绍，并请主创人员畅谈创作经历与
体会。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莫李丽 胡帅斌

绚丽的灯光、 动听的歌声……8月17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文艺
轻骑兵基层公益演出活动走进安化县，著
名歌唱家雷佳偕30多名入选音乐梦想基
金“中国声乐人才培养计划”的青年文艺
工作者，在江南镇举办了一场精彩演出。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歌唱家，
像舞台上的哥哥姐姐一样放声歌唱。”看
完演出,�安化县东坪镇完小五年级学生
万倩丞说。万倩丞喜欢唱歌，今年获得益
阳市少儿才艺大赛声乐组金奖。 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将从安化选拔
2名有音乐特长的贫困学生，参加“点燃
梦想、放声歌唱·夏令营”活动，万倩丞是
候选人之一。

这次公益演出活动策划、 组织者雷
佳表示， 帮助像万倩丞这样的孩子追梦
圆梦，是设立音乐梦想基金的初衷。音乐
梦想基金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下属专项
基金，8月15日在深圳成立，将面向怀揣
音乐梦想的青少年和基层群众， 开展一
系列活动，包括声乐人才培养、对欠发达
地区孩子进行音乐培训、 组织文艺轻骑
兵下基层慰问演出等。

音乐梦，希望梦。20多年前，雷佳还

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益阳女孩。一天，母
亲送给她一盒歌曲磁带， 在她心里种下了
梦想。现为解放军文工团副团长的雷佳，希
望通过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这
个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回归初心，走向基层
大舞台，用艺术鼓舞人民迈向美好生活。

8月15日，音乐梦想基金成立当晚，举
办了“文艺轻骑兵走进深圳基层”公益音乐
会。音乐会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资助的湖
南桑植儿童合唱表演，掀起一个高潮。

活跃基层文艺生活， 推动基层文艺事
业发展，是音乐梦想基金的使命之一。在公
益演出中独唱《美丽中国》的洪振翔，是星
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 他也参加了音乐梦
想基金在深圳的公益演出。 两场演出间隔
短，一路舟车劳顿。他说，自己很珍惜下基
层演出的机会， 为基层群众演出是文艺工
作者的天职。

《乡村国是》：一部行走的中国印记

点燃梦想 放声歌唱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音乐梦想基金文艺轻骑兵安化演出小记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李宇 黄震宇

8月19日上午，株洲市芦淞区庆云街道宗教工作专干刘
畅， 再次来到辖区内已取缔的非法宗教活动点现场进行查
看，了解询问有关信息和情况，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近两个
月以来，这已经成为他每个星期的例行工作内容。

基层宗教工作有人管、管到位，这是今年株洲市宗教
工作领域的新气象。

今年，省委统战部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查研究和检视问题中提出，需要重视解决“基层宗教工作网
络不全、责任不清、政策不熟、工作不实等问题”。

为此，株洲市开展宗教工作“三访三问三查三运用”
活动，走访基层干部、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信教群
众和其他人员；询问基本情况是否清楚、基础信息是否一
致、存在的问题是否解决；查看政策学习宣讲、工作台账、
问题整改清单；将宗教工作成效运用于工作考核、评价和
激励， 推动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任制真正落实落
地。以芦淞区为例，9个街道（乡镇）新明确了宗教工作分
管领导和宗教工作专干，80个社区（村）全部重新明确了
宗教工作信息员， 今年以来发现和解决涉宗教领域问题
30多个。

株洲市宗教工作是全省宗教工作检视问题、 解决问
题的缩影。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省委统战部会
同省民宗委等部门，组成调研小组，到市、县和乡镇街道、
村（社区）等开展宗教工作“回头看”和重点问题专题调
研。经过综合分析研判和分类排查梳理，列出全省需要着
力推动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当前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
风险隐患，一个一个问题加强指导、督查和调度，切实推
动解决落实、化解到位。

针对宗教工作一些问题积累时间长、 解决难度大的
实际，会同有关部门，集中组织开展五大专项行动。

开展宗教活动场所过多过滥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目
前已指导推动地方基本完成了摸排出来的违规投资建设
宗教活动场所的治理。

开展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 对摸排
出来的涉承包经营寺庙宫观问题已全部指导完成治理，
同时积极指导相关地方按时间节点和要求完成滥塑大型
露天宗教造像的治理。

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财务规范化管理。 指导和推动19个
县市区采取财务ERP系统+对公结算账户模式，实现对宗教
活动场所财务的规范化管理。 正在启动建设全省宗教工作
基础数据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信息化平台。

开展非法宗教活动的依法治理。按照“保护合法、制
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进行分
类处置、 依法治理。 依法查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
动，依法取缔非法宗教活动聚会点。

引导宗教界深入开展“五进五好”活动。今年来，全省
宗教活动场所大部分开展了升国旗唱国歌活动， 举办集
中学习培训、政策宣讲等500多场次，参加的教职人员和
信众达2万多人次。

基层宗教工作
“有人管、管到位”

———省委统战部推动解决宗教
领域系列突出问题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展示
同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