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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同心故事

� � � � 【基地概况】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位于浏阳市文

家市镇。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
队会师文家市， 并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
村进军，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会师旧址里仁学校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74年正式对国内外观众开放，1977

年设立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它是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100家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湖南省十大魅力场馆、湖南省文明
旅游风景区， 近年来每年接待参观人数200多
万人次。

【藏品故事】

战功赫赫的“长龙铁炮”
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的历史陈列

馆里，一门“长龙铁炮”十分醒目。这件乌黑发亮
的“长龙铁炮”，是国家一级文物。因历史久远，
木托已全部损毁，保存下来的只剩铁质部分。

“长龙铁炮”制作于清代末年，是浏阳白沙
乡村民为保商铺安全的防御武器， 当地农民廖
国仁、廖忠行、廖才福祖孙三代人使用过。廖家
人带着“长龙铁炮”曾参与过1852年的太平天
国运动和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27年9月11
日， 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攻打
白沙时，作为农民自卫军队员的廖才福带着“长
龙铁炮”参加了战斗。1930年，当彭德怀的红五
军进攻长沙时，廖才福又携此炮参加了战斗，打
死打伤敌军无数。退回白沙后，廖才福继续携此
炮在东乡一带抵抗过国民党的部队。 后来由于
敌军过于强大， 廖才福随农民赤卫军紧急撤离
时，将此炮掩藏在当地一座山坡的灌木丛里。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于1967年广泛征
集与秋收起义有关的革命文物， 廖才福带着儿
子在山上重新找回了这门锈迹斑斑的“长龙铁
炮”， 后移交给纪念馆收藏。 这门从1852年至
1930年参加过无数战斗的铁炮，如今虽已锈迹
斑斑，却是秋收起义中工农革命军英勇杀敌、浴
血奋战的重要见证， 是老区人民为革命事业不
屈不挠、无畏牺牲的精神体现。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通讯员 甘武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张盈盈 陈娴

1年多时间， 我省已在1620个乡镇
（街道）建起了社会工作服务站，占全部
乡镇（街道）总数的83.8%。民政部将此
项工作誉为深化民政“放管服”改革、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的“湖南样板”，民政部
部长黄树贤称赞“湖南省民政厅这件事
办得好”。

近日，记者深入乡镇、街道，近距离
感受社工站如何为群众提供社会救
助、儿童关爱保护、城乡社区建设、养
老等服务。

勇走新路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 连着民心，是

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然而，
服务对象数量庞大，日常任务重、专职
人员少、专业能力弱，是基层民政面临
的普遍问题。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动民政事业发展，优化民
政工作职能，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
革。省民政厅党组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要求，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以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力量
服务的新途径来突破瓶颈。

2018年4月， 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组
织部、省财政厅等5部门出台《关于积极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民政经办
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 进行顶层设
计，突出权责下放，强化县（市、区）主体
责任。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
以“扎根基层热土、加强民政力量”为基
本理念，以不高于当年社会救助专项资
金的2%部分为资金主体。 项目以县级
民政部门为购买主体， 以社会组织为
承接主体，负责招聘社工，运营乡镇社
工站，构建起“政府出资购买、社会组
织承办、全程跟踪评估”的购买服务体
制机制。

当年5月，项目在全省实施，省民政
厅、 省财政厅统筹省本级福彩公益金
9774万元进行资助，各市（州）、县（市、
区）及乡镇（街道）推动落实，实现了方
案、经费、采购、场地、人员“五到位”。

行稳致远
省民政厅在项目建设实际推进中

慎之又慎，解决了短期与长期、赋权与
统筹、行政工作与专业工作等方面的矛
盾，务求行稳致远。

围绕总目标，推出“三年三步走”发
展路径：第一年，推进社工站全覆盖，增
强民政经办能力；第二年，搭建基层民
政服务平台，增强服务内容供给；第三
年，搭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重点支持
建成一批示范性社工站， 培育扶持一
批扎根基层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带动实施一批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部门通力合作， 形成工作合力；各
地规范操作， 加强廉政建设。 组织、财
政、人社、纪检监察等部门积极配合支
持社工站项目推进， 共同规划工作蓝

图，全程指导监督人员聘用等事项。各地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 通过公开招投标等
形式，确定第三方承接主体，并把招投标
过程“晒”在阳光下。全省120余家服务
承接主体中， 有超过100家为专业的民
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乡镇（街道）、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
是工作主体，但省、市、县（市、区）放权不
放任，既赋权更统筹。省民政厅除了督促
各地成立县级社工总站抓总以外， 还委
托社会组织提供培训、督导和评估服务，
建成培训、评估两套线上系统和“三湘社
工”微信公众号，建成培训、督导和评估
三大专家库，持续为项目提供智力支持。

长沙市天心区民政局局长刘顺来表
示，“我们不会用行政手段管理社工，希
望社工能放开手脚， 带动更多的社会力
量投入乡镇、关注民生。”

彰显品质
一队队社工深入街巷农户， 对残疾

人、低保户、重病患者、孤残儿童等弱势
群体开展服务，解难题暖人心，充分展现
了社工不可替代的专业作用。

今年7月1日至26日，省民政厅联合
省财政厅， 组织有第三方专家参加的乡
镇（街道） 社工站项目中期评估和调研
组，深入26个县（市、区）52个社工站点，
对其建设及运营、日常工作、社工薪酬待
遇等情况进行了评估调研。 评估调研结
果表明， 这些社工站已经累计为各类民
政服务对象提供服务310.18万人次，项
目获得了县级民政部门、乡镇（街道）政
府、乡镇（街道）民政所（办）及民政服务
对象高度好评。

记者在采访中深切感到， 社工专业
高效的工作，真诚灿烂的笑容，是对困难
群众的尊重，更是对自身岗位的自豪。他
们把社工站作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像种子一样扎根基层沃土， 向社会要力
量， 与基层民政一起形成服务群众的合
力，在为民服务中展现自身价值。

一个个特色项目开发出来， 满足了
群众多样化需求； 一张张服务网络织密
扎牢，扩大了民政工作的外延；一家家社
工机构茁壮成长，深耕本土开花结果。

在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10个
社会组织开展“益动风采”“乐享晚霞”

“蓓蕾课堂”等10多个“三社（社区、社
会组织、社工）联动”项目；在汨罗、涟
源、冷水江等地，社工站在协助乡镇（街
道）民政所开展基础民政工作和专业社
工服务基础上，还负责每天监督所在乡
镇（街道）敬老院日常管理与服务、每周
在留守儿童之家开展直接服务、 监督各
村村务公开栏有关情况、 对民生协理员
进行培训……各地社工站正大力为传统
民政工作注入差别化、个性化、柔性化服
务元素，彰显更深、更专、更新、更暖的服
务品质。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说，
新形势下， 民政的服务对象从过去的小
众走向大众， 群众需求从关注生存到更
多地关注发展。 社工站项目的改革目的
就是奔着问题去，走出一条新路来，达到
民政服务能力从经验到专业的转变，提
升民政工作专业化、社会化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付嘉名

位于娄底市娄星区最北端的洪山村， 山清
水绿，层峦叠嶂。

近年来，洪山村广泛发动统一战线的力量，
积极创建娄底市同心美丽乡村， 利用该村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 发展度假休闲、 农业观
光、农业体验等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

非公经济人士黄小兵从深圳返乡创业。他
发现洪山村的水质特别好， 就想在水产行业下
功夫。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的关心帮助
下，他搞起了青蛙泥鳅养殖，基地占地80亩。

“每年4月将青蛙种苗放入池中，大概6个
月的时间便可以成熟，销往世界各地。每亩可产
青蛙1500公斤，泥鳅100公斤，经济效益每亩达
到7万多元。”黄小兵说。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黄小兵不忘回报家乡。
他优先雇佣贫困户务工，并传授他们养殖技术，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黄小兵介绍，基地全部建成之后，将会为本
村解决20余名劳动力就业问题，为当地村民带
来数十万元的直接经济收入， 并为前来洪家山

森林公园旅游观光的游客提供田园生活的现场
体验。

洪山村是娄底市全面推进同心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娄底市委统战部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统战部决策部署， 全面推进同心美
丽乡村创建， 为娄底乡村振兴贡献统战智慧和
力量。

娄底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调查盘点筛选，
确定了50个省、市、县三级同心美丽乡村，作为
2018至2020年三级同心美丽乡村创建储备点，
是2014年至2017年全市同心美丽乡村创建点
的7倍。

创建过程中，该市要求严禁贴标签创建，
严禁大拆大建、搞形象工程，严禁破坏农村风
貌和自然生态、脱离乡村实际。同时将创建考
核工作纳入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督查内容， 纳入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内容，确保透明公正，经得起
检验。

市委统战部出台《娄底市“民企联村”激励
办法》，从资金扶持、项目扶持、政治安排、评先
评优等方面明确了10条措施，激励广大非公有
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近年来，20多

个统战组织（团体）与15个村对接合作创建同心
美丽乡村，发展“稻渔葵”、蓝莓、富硒葡萄、乡村
旅游等产业20余个。

在过去注重对接经济建设的基础上， 娄底
市将同心美丽乡村创建扩展到对接乡村“五个
振兴”。如，双峰县招通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在印塘乡嘉园村投资3000多万元，建立了1060
亩的“稻渔葵”产业园，带动周边28个村组3000
多名群众共同踏上产业振兴之路， 同时邀请湖
南农大教授入村免费开展技术培训1200余人
次， 并支持村级同心文化活动广场建设、 支持
452户农户实施水、厕、路、房“四改”、支持村级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等， 让村民在创建工作中得
到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心美丽乡村建设既提升了农村生态文
明水平，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促进了农村产业发
展， 又为市民休闲出行提供了好去处。” 今年，
娄底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全市村（居）干部、 民
主党派人士、 工商联会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等，走进该市13个同心美丽乡村开展“同心美丽
乡村娄底行”免费观摩活动。同心美丽乡村的崭
新面貌，获得观摩团成员纷纷点赞。

创新“湖南样板”
———全省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纪实（上）

绘就“同心美丽”新画卷
———娄底市扎实推进同心美丽乡村创建

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见证

� � � � 上图：秋收起义文家市
会师纪念馆。（资料图片）

左图 ： 国家一级文物
“长龙铁炮”。（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