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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文明浸润的城市，在一个榜样
辈出的时代， 榜样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

“大人物”，而更多的是平凡生活中的“小
人物”。他们干着普通的工作，做着普通的
事， 却努力发挥着大大的作用和能量，展
现出无形的感染力。

在天心区青园街道湘云社区，有家叫
“李丽心灵教育中心”的志愿服务中心。 9
年来，负责人李丽和她的团队面向全省通
过心灵热线服务青少年及家长 2 万余人
次， 为 8 个市州近 20 个区县的 50 余个
学校、社区（村）开展形式各样的公益帮扶
活动超 3000 余场，服务直接受益青少年
及家长超 10 万人，成为天心区志愿服务
的一张靓丽名片。

而李丽在 1 岁时患小儿麻痹症，经历
40 多次手术站起来，40 岁又遭遇严重车
祸，下半身完全瘫痪。 但她凭借顽强的毅
力，克服万难，投身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
传播大爱，用心呵护着一个个“贫瘠”的心
灵，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先后荣
获 80 多项殊荣。

一个楷模就是一面旗帜。如李丽这样
温暖的故事，在天心区层出不穷。

湖南省首届“金牌义工”常振伟从 15

岁开始做好事， 遇到他人有困难总会伸
出双手，上至救人、街头反扒，下至修路
灯、调解纠纷，是街坊邻居随叫随到的义
务工，5 年前他在去世前完成人生最后一
件好事———捐献眼角膜，留下了光明；两
年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2015 级学生黄伊琳在四川阆中旅游时遇
到落水儿童， 她用尽所有力气将女孩推
到河堤边， 当她的先进事迹被媒体报道
后，学校为她颁发见义勇为奖金，她却把
钱全部捐赠给学校的“雷锋超市”；一年
多前， 双腿残疾的汤俊杰发现了煤气中
毒的蛋糕店店主，他一路护送与生命“赛
跑”，直到对方脱离危险才离开……

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汇聚成一个又一
个的榜样群。 他们如同击入池塘的卵石，
扩散出圈圈波澜，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激荡
出振奋人心的旋律。

价值观“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
如一颗种子般深植人心？ 在天心区，政府
充当道德“引导员”，汇聚八方之爱。

一场场活动，一支支队伍，一个个品
牌……天心区通过制度保障、 队伍建设、
工作联动、机制创新等，让崇德向善的种
子遍地开花。

“雷锋家乡学雷锋”品牌在这里被擦
亮———近年来， 天心区共评选、 推选出
近百名全国、省、市各级优秀道德楷模
及典型人物。 从今年 2 月起，天心区从
历年来天心区涌现的各类道德先进典
型中推选首届新时代“雷锋传人 天心
榜样”。

“诚信天心建设年” 活动在这里开
启———天心区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加
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
信四大重点，完善组织领导、宣传教育、诚
信示范、诚信奖惩四大机制，通过十项具
体举措，在全区广泛开展诚信建设系列活
动，全力打造“诚信天心”品牌。

“最美天心” 系列在这里遍地开
花———天心区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普及志愿服务理念， 发动市民群众学习
典型，激励广大志愿者服务社会、传播社
会正能量， 助力天心区学雷锋志愿服务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为
建设“融城核心、璀璨天心”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

李曼斯 杨 威

古城墙上， 天心阁见证城市变迁；古
街巷里，白沙井润泽一方水土。

天心，自古便是文化名城。 千年文脉
延续至今， 在这里酝酿出香醇的文化底
蕴。

文化，为城市汇聚起认同感、归属感，
也为人们沉淀出一种精神力量———文明。

在街巷，在田野，在学校，在公园……
探寻天心，处处都有文明的足迹。 这无声
的力量，撑起天心发展的“内生动能”，持
续滋养城市灵魂。

初秋， 暖阳在落地窗前留下光影。
窗侧树木微微泛黄， 屋前小池铺满枯
荷，透出丝丝诗意。

这清雅幽静的一隅，正是天心区湘
府文化公园里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翻开一本好书，点上一杯清茶，一段美
妙的阅读时光在此度过。

“在这里， 我可以很单纯地享受读
书。自助租借不需要过多的交流，图书馆
变得更为安静，借书看书也十分方便。 ”
居住在附近的肖沁是这家图书馆的常
客，她的周末时光大部分都在此度过。

在坡子街街道办事处入口处，也有
一所这样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人们
在闹市中求静，在书香中获取安宁。

无论身处公园还是闹市，人们离不
开文化的润泽。 因而，天心区尽可能将
公共文化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15
分钟文化服务圈”的目标应运而生。

在天心区，目前已构建起包括 1 个
区级中心馆、1 台流动图书车、6 个社区
分馆、3 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30 个农
家书屋、83 个社区图书室、9 个示范性
街道文化站、88 个示范性社区文体活
动中心在内的庞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全区依托非遗展厅、文化馆、图书
馆、街道文化站等阵地，组织文化志愿
者开展文艺演出、阅读推广、文化遗产
传承等文化活动。

书香在天心蔓延的同时，更多富有
创造力的“充电”方式在这里为市民输
送养分，提供能量。

“以往端午都是买粽子吃，今天特
意带孩子来学怎么包粽子，很有意义。 ”
5 月 29 日， 邹蓉带着 6 岁的儿子参加
了“弘扬传统文化 传递浓情粽香”端午
节特辑活动。 儿子的作品虽然“歪歪扭
扭”，但对“端午”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分。

在天心区，类似的活动每周都让数
千群众感受到学习的魅力。这正是该区
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五个一”活动的

一部分。
“每日一阅”，在日积月累中养成学

习习惯———发动党员干部每日登录“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自主开展学习；

“每周一学”，在交流分享中碰撞思
想火花———每周三举办专题讲座、读书
沙龙、非遗课堂、学习分享会、朗读会、
宣讲会等活动，打造“天心思享汇”；

“每月一课”，在稳扎稳打中打牢知
识基础———精心组织各级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推动理论学习进
一步规范化、系统化、实效化；

“每季一讲”，在虚心请教中发现改
进方向———每季举办一期“天心讲堂”，
邀请专家学者就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
题进行专题辅导；

“每年一评”，在比学赶超中收获学
习成果———每年评选表彰一批“学习标
兵”“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

“这些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的学习活
动主题突出、形式灵活，非常贴近工作
和生活，大家参与的兴致非常高。 ”天心
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五个一”活动
营造出的“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
习”氛围，正在推动天心区学习型城区
建设向纵深拓展。

城市，因学习而更美好。

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 醇厚友善的
文化氛围，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
明程度、 城市文化品位和群众生活质量
……一座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的文明城市， 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让广大城市居民感受到看得
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成效。

2018 年 12 月， 坡子街街道青山祠
社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长沙戏剧街修葺一
新，一批湘剧上墙，只需拿起手机扫一扫
二维码， 动人的湘剧唱段即可在耳边响
起。

“不仅让社区变美了，还给了我们浓
浓的文化氛围， 我就喜欢每天早上去戏
剧街散步， 拿着手机听湘剧， 这样的生
活，韵味。 ”青山祠社区的老住户朱建设
喜笑颜开地说道。

这条不足 1000 米的小巷， 曾云集
了长沙花鼓戏剧院、 长沙映山红民间剧
场、 长沙湘剧院等， 一度是全国有名的

“戏窝子”。
如今，大部分剧院都已搬走，但“戏

窝子”依旧还在，住在这里的老住户大都
能唱上一段充满湘味的曲目， 一起开嗓
子、逗乐子，品味着湘剧的美妙。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广袤的乡村也
向着美丽未来进发。

近年来，天心区围绕“融城核心、璀
璨天心”战略定位，做好“破”与“创”的结
合文章，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呈现出了积极、健康、向上的发
展态势。

今年 2 月， 暮云街道许兴村里装上
了 44�个大喇叭。 原来，暮云街道组建了
一个播音队，“暮云之声” 新时代微广播
每天下午 5�时准点播报。从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到村里的大小事务，喇叭声
声，将时代新风送进千家万户。

相邻的西湖村从村民的房前屋后开
始实行“五治”。轰轰烈烈搞了一个月后，
第一批 100 多户村民尝到了甜头。

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从“环境
美”向“生活美”，从“外在美”向“内涵
美”。 越来越多的居民，伸出背在身后的
双手，主动参与到建设与维护当中。

今年 38 岁的徐卫星已服务天心区
青园街道湘园社区 10 年了，从居民意见
不断到举手称赞， 他见证了社区这些年
来的显著变化。

社区里的青山小区是安置小区，一
直没有安装天然气， 有部分居民反映生
活极为不便。 然而，要安装管道，每户居
民要拿出近 1 万元。

“我反正不装，你的管道也别从我这
里过！ ”面对劝导，一户居民强硬回绝。

为了推进工作， 社区党总支招募了
16 个志愿者， 专门沟通天然气入户事
宜。为了让居民少承担一点安装费，徐卫
星跑到长沙市相关部门说明情况， 请求
能够降低款项。最终，小区居民拿到了补
贴，管道天然气也顺利入户。

之后， 徐卫星带队以同样的方式完
成了自来水安装。 两次有效快速合作以
后，徐卫星看到志愿者的力量，他决定成
立居民自治理事会，把这股力量常态化，
随后， 又顺利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社区
提质提档。

“事还是那些事，人还是那些人，但从
观念到习惯，从文明素养到精神面貌，整
个都焕然一新了。 ”徐卫星说。

实现居民自治的不止湘园社区。 近
年来，天心区按照“分类治理、分项自治”
的总体思路，创新实施了文明创建“共建
共创”工程，着力推行小区党组织、物业
公司、业主委员会、监事会“四位一体、四
方联动”的工作模式，形成了“覆盖广泛、
齐抓共管、共建共创”的工作格局，全区
文明创建合力不断增强。

文明花开满园春。 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归根到底是为百姓谋福祉，让社会更
和谐。 从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到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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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机活力，为天
心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内生动能”。

鼓励引导，
榜样先锋“树起来”

共享共建，
文明风尚“兴起来”

输养充电，
学习阵地“建起来”

2018 年 1 月，长沙市首个“乡贤议事会”
在黑石铺街道坡塘村委挂牌成立。 杨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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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园街道
湘园社区通过
“有事共商 ”，
居民们一起动
手在青山小区
打造了 12 个
庭院花园。
湘园社区供图

� � � � 天心区建
设学习型城区
“五个一” 活动
之“每周一学”。

董劲 摄

� � � � 李丽 （右
一） 在湘园社
区开展家庭教
育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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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天心区
隆重表彰第二届十大道
德模范。 杨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