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暨 2019 年 “我
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成俊峰 摄

文明风劲吹 善行暖人心

9月 15日，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公布了
一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美奋斗者”，祁东
人谭千秋就是其中之一。 在 2008 年汶川地
震中，他张开双臂护住 4 名学生，自己的生
命却定格在那一瞬间……

张开的双臂，仿佛一束道德之光，照亮
整座雁城。

榜样的力量促使我们奋进。 近年来，衡
阳市以培育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为重点，广
泛开展“身边雷锋·衡阳好人”道德模范进社
区、单位、企业、学校宣讲等群众性精神文化
活动，掀起评好人、树典型、学模范热潮，营
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

培育道德沃土，善行就会像种子一样处
处发芽。

“最美媳妇”唐爱民，30 余年如一日照顾
瘫痪婆婆，谱写一曲“久病床前有孝媳”的动
人乐章；义工协会尹玉莲在组织敬老活动途
中遭遇车祸昏迷不醒，曾受助的数百群众纷
纷赶往医院探望，凝聚起全城爱心；“最美摆
渡叔”唐世国摆渡 34 年，凭借良好水性和侠
肝义胆， 先后从江中救出落水者 22 人；“全
国道德模范”匡兵、温琦华夫妇赤手空拳与
歹徒搏斗，全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
裙姐姐”王青平在车祸现场救下一名 4 岁小
男孩；“全国文明家庭” 聂东元家， 孝老、爱
亲、睦邻，好家风代代相传；“中国好人”邹玉
祥家三代接力，义务为路人挑水煮茶，守亭
护路……

一个个质朴而温暖的故事，牵动着雁城
人民心底最温柔的地方， 也引发更广泛的
“善行效应”。

近年来， 衡阳市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 2
名，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3 名，“中国好人”
24 名，“湖南好人”76 名， 衡阳道德模范和
“身边雷锋·衡阳好人”达 200 余名，以及“村
官”秦玥飞等一批“感动中国”人物。 此外，还
有 2000 余个志愿团队，74 万余名注册志愿
者，活跃在雁城的大街小巷，用自己力所能
及的举动，为他人添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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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 大城衡阳，一座有着 2000 余年历史积淀的古城。
10 月 28 日至 30 日，王船山思想国际研讨会便在这里拉开帷幕，以纪念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王船山诞辰 400 周年。王衙坪、夫之楼、船山书院、湘西草堂，处处留下了这位“坐集千古之智”又“推故而别致
其新”的先哲风采。

从神农创耒到蔡伦造纸，从帝喾兴兵到嫘母织纱，从祝融取火到禹王圣碑……衡阳这片热土上，耸立着
一座又一座光彩夺目的文明之峰。

千年人文，璀璨光辉；千年底蕴，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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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礼让，是传统美德；干净整洁，乃古
风遗训。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人们求好向
美的初心，却始终没有变。

近年来，衡阳市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与国家卫生城市，把改善市容市貌，提升市
民素质作为重中之重，全面开展三清三建城
市提质改造、 向不文明行为说不、“衡阳群
众”志愿服务等各类“双创”活动。

清违建、清垃圾、清管线，城市“颜值”逐
步改善；建路、建园、建绿，城市“气质”不断
提升。 如今，衡阳市区 140 余个社区面貌焕
然一新。

国学飘香润心田。 近年来，衡阳市依托
传统文化优势，在全市组织开展“船山故里·
国学飘香”系列活动，分国学讲座、国学征
文、国学竞赛、国学展示 4 大板块，引导市民
传承传统文化，培育文明新风。 王蒙、刘和
平、阎崇年、王立群等文化名人先后来衡阳
讲座。 目前， 全市已举办国学讲座 2000 多
场，受众达 200余万人次。

衡阳市还通过创建“衡阳群众”品牌，拍
摄市民素质教育专题片，开设“你文明我点
赞”“不文明行为随手拍”等群众参与互动活
动，征集文明创建、卫生创建公益口号和微
视频等形式，营造火热氛围，引导市民广泛
参与到创文创卫活动中来。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创文创卫攻坚战持
续推进，文明之风深入人心。

今年“中元节”期间，衡阳市城区露天焚
烧冥纸冥币现象几乎绝迹；火车站、汽车站及
机场出租车不打表、 乱喊价等违规行为得到
规范；城区及周边地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还
市民一片安静祥和。 市民彭麦平感慨道：文明
新风吹遍大街小巷，吹进了群众心坎里。

今年 6月， 衡阳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
功通过省级考核评估， 标志着该市成功拿到
国家卫生城市“入场券”，全城市民为之欢欣
鼓舞。 这是衡阳“双创”工作迈出的一小步，是
衡阳“创”出美丽家园的一大步。

风光四时秀 文旅馨香浓
深秋的南岳，云海茫茫，树树秋色。 山下

祝融火文化馆、寿岳广场“非遗”上演，好戏连
连，引得游人连声称奇。

秀山丽水是大自然赠与的宝贵财富，全
域皆景则是南岳人民勤劳付出的收获。

9月 21日， 衡阳市南岳区代表首批入选
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在首届全国全域旅
游培训班上作经验推介， 分享南岳“景城融
合”的实践与经验。

文旅资源不仅可以陶冶情操， 更是一座
城市历史纵深与独特魅力的体现。

去常宁天堂山，感受山湖之美；在“土菜
名县”衡东，来一场舌尖之旅；到衡山萱洲湿
地，体验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衡阳独有的好
风光，让人陶醉，令人流连。

2018 年 ， 衡 阳市 接待 国 内外 游客
6927.29 万余人次、增长 11.70%，实现旅游收
入 643.33 亿元、增长 13.25%，连续三年保持
10%至 25%左右的高位增长，大旅游、大产业、
大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今年国庆假期，衡阳市共接待游客 461.5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16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5.06%、7.71%。

风光美，人欢乐。雁城人民有着与生俱来的
艺术与运动天赋，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他
们展示着自己的才华，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

8月 28日晚，“欢乐潇湘·幸福衡阳”群众

文艺汇演总决赛在市广电中心举行， 各类精
彩节目频频刷爆市民们的朋友圈。 该活动把
群众请上舞台， 大家自排自导自演， 经过初
赛、复赛、决赛共 198 场角逐，新创节目 1000
余个，惠及群众 13.8万人次。

“周末百姓剧场”“雁城市民课堂”“群文之
家”“周末快乐读书”等系列品牌活动，不断将
文化的触角延伸到衡阳的角角落落。 衡阳市
还结合“广场旬旬演，社区周周乐”活动，深入
开展“幸福花开·新思想天天润衡州”系列宣传
教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小品等形式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衡阳“天天见”“天天新”
“天天深”。

面上“全覆盖”，点上“频刷新”。近年来，衡
阳保卫战题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获国家电
影局立项并紧张筹拍， 电影《一代女魂唐群
英》入围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翰墨醇香·
六十年代” 书法作品展打造市民家门口的高
品位文化盛筵；广播剧《烈火丹心》、歌曲《暖
流》入选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省十三运会、省第十届残运会、衡阳首
届国际马拉松赛等系列体育盛事相继成功举
办……

如今，衡阳这座千年古城，站在新时代新
起点上，依托其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正谱写
更加辉煌的精彩华章。

第六届船山文化夏令营营员正在诵读
国学经典。 刘欣荣 摄

石鼓书院。
彭 斌 摄

衡阳县界牌镇舞龙欢度火灯节。
刘欣荣 摄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式在衡阳市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运动会以鲜明的时代
风格、浓郁的湖湘文化、优良的办赛水平、出色的参赛成绩，向全省人民交上了一份优
异答卷，实现了“全省最好、全国一流”的办赛目标。 彭 斌 摄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在东洲岛进行“天地大儒王船
山”节目录制。 宏博昌荣公司供图提振精气神“创”出家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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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王蒙在石鼓书院大讲堂讲
述《文化与自信》。 成俊峰 摄

衡东县少梅文化公园，市民在欣赏非遗艺
术皮影戏。 肖亚辉 摄

衡阳首届国际马
拉松赛鸣枪开跑。

成俊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