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红色文化彰显城市特色
风貌， 以红色文化提升城市品
位，以红色文化打造城市精神，
韶山以红色文化凝聚起这座城
市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铸造
韶山文明城市之魂， 让领袖故
里散发出别样的文化魅力。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韶山各景点接待游客近 70 万
人次。 人们在毛泽东广场、毛泽
东同志故居、 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 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等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纪念
地瞻仰参观，追寻伟人足迹，聆
听革命烈士故事， 感悟一代伟
人毛泽东同志的人格魅力，感
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激
发起深深的爱国热情。

来自湖北的蔡志军带着家
人第一次来到韶山。 他说：“我

和妈妈一直有个心愿， 来毛主席家乡看
看，我们带小孩来，让他从小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烈士作出的巨大牺
牲，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

为充分发挥韶山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功能， 韶山开设了《学习领袖风
范，不忘初心使命》《先烈英魂犹在，理想
信念不灭》等课程。 为让每一个景点都成
为常学常新的课堂，韶山开展了紧贴时代，
内容丰富的现场教学。 韶山还打造了中共
韶山特别支部等党性教育基地。2018年，
韶山办班 1234期，培训学员 61587人。

以推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以韶山精神作为内核，韶山
努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伟人故里红色文
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从 2003 年开始， 韶山市连续 15 年
在“七一”“十一”“12·26 毛泽东诞辰日”
等重大纪念日，举行万人同唱《东方红》
等活动，坚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引导共产党员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我是主席家乡人，我为主席家乡
添光彩”为主题，开展“我会每天读书”
“我会礼让行人”“我会自觉排队”“我
会光盘行动”“我会讲普通话”等“五大
文明气质倡树” 活动； 拓展志愿服务品
牌，开展“党员进社区”“阳光五号”“文明
劝导日”等主题志愿服务，“映山红”志
愿服务队在城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在全市设有 50多个服务站（点）。

在韶山乡韶山村， 来往的游客常常
可以见到一个穿着“红马甲”的老人，这
位热心的宣讲员和志愿者就是党的十九
大代表， 韶山村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
“作为主席家乡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擦
亮‘伟人故里’的金字招牌。 ”毛雨时说。
在韶山， 像毛雨时一样的注册志愿者有
9781名。这些志愿者牢记毛主席“争做一
辈子好人” 的教诲，常年活跃在城区、景
区、社区、学校、农村等一线，全力打造
“好人之城”。

城市的市容环境， 直接反映着城市的文明程
度，是衡量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尺，更是检验公众素
质的“晴雨表”。

为提升韶山整体城市环境的“颜值”，市级领
导率先垂范。 全市 37个市级实职领导每人担任一
条城市主次干道的“路长”，带领相关部门深入一
线，深入市民和经营户，围绕“四化”（净化、美化、绿
化、亮化），确保“五无”（无杂草、无杂物、无违建、无
堆放、无“七乱”），实行“六包”（包市民劝导、卫生整
洁、良好秩序、文明经营、督查落实、宣传氛围），让
领导干部与责任路段“全方位”对接，与居民业主
“零距离”接触，将矛盾问题“一时间”解决，补齐工
作短板。 各机关单位党员进社区服务，组织居民对
社区内部及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清理，对“乱扔杂物”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教育、规劝，确保楼道内无乱涂
写、乱张贴、乱堆放现象。

干净整洁的韶山更美了， 市民和游客为韶山
环境的改善竖起了大拇指。“再也看不到脏乱的马
路了。”“现在核心景区的空气比以前更加清新了。”
“满眼红花， 满眼绿。 现在的韶山不仅红色旅游人
气越来越旺，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走进韶山村庄，村民们早住上了小洋楼，夜晚
星光与路灯交相辉映；巷道里的柴堆、粪堆、垃圾

堆、杂物堆消失了；街道变平坦了、变宽了、变靓了；
家家门前有了统一配发的垃圾桶；文化广场上，老
乡们跳着广场舞，拉着二胡，孩子们追逐嬉闹……
到处是鸟语花香、绿树灯光相映成趣的美丽景象。

大力实施厕所革命、民居整治、环境整治、清
新空气、清洁水源、清理垃圾“一革二整三清”行动，
韶山加快全域美丽和村落景区化建设。 全市 33个

行政村有 29 个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示范创建
村，共建成 42 个美丽屋场，打造了 3 个美丽集镇，
涌现了狮山牛栏塘、韶润宏昌阁等 33 个示范性美
丽屋场。

生态文明建设让韶山在蓝天白云下、 绿水青
山间愈发清新美丽，更美的是筑起了“心有所寄”的
精神家园。 穿行在街道小区或是乡村庭院，一面面
文化墙、一张张宣传牌，一幅幅五颜六色、图文并茂
的“道德画”，奏响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
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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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永远是一个城市亘古不变的主题。 然
而，如何权衡生态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韶山市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突出“生态至上、环境优先”，坚持建设与
保护并重，开发与节约并举，做到不污染环境、不破

坏生态、不重复建设，保持韶山天然“大氧吧”的生
态优势。 大力开展森林城市和生态城市创建，实现
饮用水质达标率 100%、建成区绿化率 45%，生态
绿色率 96%，森林覆盖率 56%，常年位居全省前三
名，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

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韶山市大力推进
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旅游产业发展为主导，
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产业结构，全市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众创空间、
星创天地等省级平台 7个，为企业创新发展和推进
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强力平台支撑。

通过创新引领，韶山经济实行跨越式发展，生
产方式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工业体系不
断完善。 2018年， 全市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60.8
亿元，同比增长 7.6%；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0.2%；逐步形成了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三大产业矩阵。 同时，韶山还收获了“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培育城
市”等一系列荣誉及成绩。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是推
进政务文明的关键所在。 2018 年，韶山市出台《关
于推进“马上就办、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从
解决办事堵点入手，强化问题导向，列出任务清单，
梳理出第一批“最多跑一次”事项 727 项，占全市

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的 50%以上。 推行“四减
三清”，即“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和“咨
询一口清、受理一表清、流程一单清”，大刀阔斧地
将审批服务流程“减法”做到位。按照“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将放管服改革的重心落
到村（社区）一级，把贴心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将群众办事的“堵点”破解在最基层。 目前，全市 4
个乡镇 33 个村 5 个社区，已实现电子政务外网全
覆盖。 随着“互联网 +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互
联互通，将从根本上实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
村、服务送到家门口”的目标。

文明城市建设打造了韶山的“筋”与“骨”， 凝
聚了城市的“血”与“肉”，培育了城市的“灵”与
“魂”， 促进了韶山城市品质和文明形象的持续提
升。 站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时空坐标
上，韶山正奋力续写新的华章，演绎新的精彩，全力
打造新时代高质量的文明之城！

领袖故里 文明花香

贺凌云 蒋 睿

韶山，领袖故里，革命摇
篮。

这里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同志的家乡。

这里是一方红色热土 ，
培育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

这里是一方文明高地 ，
历经 11 年坚持不懈地努力，
2017 年 11 月成功获评 “全
国文明城市”。

领袖故里文明花开 ，芳
香四溢。 站在新时代，立足新
起点， 今日韶山正在向建设
更高水平的全国文明城市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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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城 乡 面 貌 筑牢文明城市之基

欲建“文明城”，先育“文明人”。 韶山市将提高
市民的文明素质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从一点一滴做起，在教育中培养，在实践中塑
造，在管理中强化，在环境中熏陶，市民素质在创
建中得到提高和升华。

开展身边好人、最美人物、时代楷模、凡人善举
的推荐评选，成功举办 2017年第二季度“湖南好人”
发布仪式，积极动员群众做文明创建的参与者、实施
者、宣传者；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好公婆、好媳妇、
好妯娌”评选和“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评选
表彰文明家庭、书香家庭、两型家庭、最美家庭……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广泛开展浇灌韶山城市
文明之花越开越艳丽、越开越芬芳。

80多岁的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仁用诚信恪守
初心；韶山好娭毑彭惠民扶贫济困做公益；退伍军
人罗灿危急时刻勇救落水群众； 坚守抗洪一线的
共产党员牛峰等先后入选“中国好人榜”……越来
越多的好人好事被发掘， 越来越多的模范人物被
知晓，一股清新的文明之风吹进了千家万户，浸润

着 12万韶山儿女的言行举止、思想灵魂。
“年轻人，你又来给我们理发啦呀！ ”62岁的居

民欧军林已连续 4 次在志愿者庞红亮手中接受义
务理发了。

韶山市火车站社区日月新村小区门口一侧的
社区清吧，一张磨得光滑透亮的大桌子，几条宽宽
的长板凳，绿植满墙，鲜花怒放，二三十平方米的
小空间，就是庞红亮的“临时理发店”。

不仅如此，这个小阵地还是家长们的好帮手，
孩子们放学早， 可以在这里做作业； 是老人们的
“聊天吧”，没事可以“泡吧”，跟邻居聊天解闷；是家
电维修小“诊所”，每个月 5 日，居民们可以提着坏
了的家电过来，让志愿者们“会诊”……小小便民
阵地，串起浓浓邻里情。

以党建领航促文明新风， 韶山积极推进民风
建设，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
事会、禁毒禁赌会、村规民约和移风易俗工作流程
图，通过开展入户联情、民调走访、晚间治安巡逻、
支部主题党日、 志愿服务活动和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等多种形式，利用村村响、乡风文明宣传
栏、倡议书和文艺服务队等载体，向群众大力宣传
移风易俗新风尚。开设道德讲堂，评选表彰好公婆、
好儿媳、好家庭，为群众树立了身边的道德标杆。

2018年 12月，韶山被确定为湖南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试点市以来，着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
众，突出文明实践功能，韶山整合现有阵地资源，完
善各项工作设施，实行“纵向管理到村，横向整合运
用”的运行机制，以“1+4+38”的模式建成了覆盖全
市城区乡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思想学堂、法
治讲堂、便民大堂，堂堂贴近群众生活，兴旺农场、
欢乐广场、美丽屋场，场场满足群众需要，文明实践
的“三堂三场”成为市民村民最喜欢的地方。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筑牢文明城市之本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筑牢文明城市之根

“世界读书日”快闪活动。

毛泽东
广场。

青年水库。

韶山城区。

龙舞韶山。

小小志
愿者。

韶山村党
员志愿服
务岗。

（本版图片均由韶山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