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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王天花

每年10月的最后一周举办“廉政文化
周”活动，这件事，宁乡已坚守10年。

10月28日至11月1日，宁乡市第十届廉
政文化周成功举办。今年正值“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该市在5天
时间里集中开展了六大“初心”主题活动，一
场场廉政文化盛宴，净化着党员干部和群众
的心田。

10年的探索实践，宁乡市通过打造“廉
政文化周”品牌，让廉政文化潜移默化、根植
人心，有力推动了全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格局形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廉政
文化建设之路。

抓住“关键少数”，筑牢廉政防线

“买断了自己 30年的党龄、34年的
工龄， 到最后收的这些贿赂款和红包礼
金，换来自己晚年的牢狱生活，还将堂客
带进了牢狱……”

10月28日， 宁乡市人民法院原党组成
员、 原执行局局长胡勇红声泪俱下的忏悔，
出现在宁乡市会议中心的大屏幕上。现场鸦
雀无声，他那触及灵魂的反思，震撼着现场
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心灵。

从2010年开始，宁乡以“廉政文化周”
为平台，牢牢抓住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这个教育主角，以案释纪，以案促改，强
化不敢腐的震慑。先后以本土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为素材，编印了警示教育读本《镜
鉴》系列丛书2套，拍摄了警示教育片《镜
戒》系列3部。

“纪律不能只是写在纸上，把身边人的
违纪行为掰开揉碎，深刻剖析，在引起党员
干部心灵震撼的同时，更能使其主动对照检
查，守住纪律和规矩的底线。”宁乡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刘强说。

随后，一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远离
腐败，保持廉洁”的专题党课精彩开讲，全市
1100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同回顾和

感悟廉洁从政的初心。
廉政党课 、闭卷考试 、辩论赛 、演讲

赛……10年来， 宁乡建立了由市纪委组织
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各负其责，全市党
组织共同参与的领导机制，并将活动开展情
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范围。

覆盖配偶子女，倡树廉洁家风

“家人不助廉、不倡廉，反而助长歪风
邪气，那就是把亲人往不归路上送，就是把
好好一个家拆散。”10月28日，宁乡全体市
领导及其配偶、市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主
要负责人的配偶， 分批来到湖南省坪塘监
狱及长沙市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在听完服
刑人员现身说法后， 一位市领导的家属感
慨道。

“贪腐往往是祸起萧墙，如果家庭成员
中真正有人监督、有人警醒、有人抵制，那是
腐不成，也瞒不住的。”宁乡市纪委市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宁乡突破“个人”参与的传统
模式，很多廉政教育活动以“家庭”为基本单
元，让党员干部家庭主要成员共同参与和互
动，从而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收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第七届“廉政文化周”期间，开展了家
庭廉洁知识挑战赛，170多个党员干部家庭
一家3口齐上阵，通过讲故事、诗朗诵、答问
题等形式来“说腐唱廉”，让台下几千名党员
干部深受教育。

廉洁从娃娃抓起，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
的歌咏比赛、漫画大赛、主题演讲比赛，在学
生心中种下一颗颗廉洁的种子。同时，许多
家长在帮助孩子创作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体
会、思考、受教育。

10年来， 宁乡努力在转变党员干部的
观念上做文章，着力实现由“被动应付”到

“主动开展”、由“重形式”到“重效果”、由
“局外人”到“局内人”的三个转变。以家庭
为参与单元， 让“小手牵大手”“左手牵右
手”成为现实，达到共同受教育、共同筑防
线的效果。

共建廉洁社会，厚植文化土壤

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防线”；对
于一个社会，文化是“思想防线”。

“纪律是干事创业保护线”“向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坚决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10月31日，记者走在宁乡街头，各机关
单位、商场、公交车、出租车、公交站台的电
子屏被醒目的廉政标语或海报“霸屏”，广大
市民在浓浓的廉政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了宁
乡市坚强的反腐决心和态度。

当天下午，一场原创大型反腐音乐剧
《初心之问》在宁乡大剧院首演，该剧大胆
采用魔幻角色演绎现实生活，以第三方的
角度看存在于我们心底的欲望和信念，紧
凑的剧情和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
声。

“思想与艺术结合，可以达到更好的教
育启示效果。” 一名参与过多届廉政文化周
的观众表示。十届廉政文化周做到了年年有

“新戏”，从传统的文艺汇演到精辟的小品晚
会，从通俗的花鼓戏到高雅的音乐剧……一
部部涤荡心灵的优秀廉政文艺作品，将廉政
文化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广大干群
的内心。

10年来，宁乡坚持以扩大覆盖面为目标
创新活动方式、以多元融合为手段创新活
动载体、 以提升内涵为主旨创新活动内
容，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 、进家庭 、进学
校、进社区、进村组、进企业、进园区，带动
全年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全市各单
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1100余场，直接参与
干群近80万人次，形成了强大的聚集效应
和品牌效应。

“十年一日，十年坚守。”宁乡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市委书记周辉指出，通过一年年
的坚守，一届届的延续，着力在持久坚持中
形成聚焦、提升认识、浓厚氛围，厚植廉政文
化土壤，让清廉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植入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易禹琳）11月
2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
口译大赛”湖南省赛中，雅礼中学1904班学
生陈华华获二等奖。据悉，陈华华是55名选
手中唯一的高中学生， 也是历届来唯一的高
中生参赛选手。

这次“海峡两岸口译大赛”省赛分主旨口译
和会议口译两个环节，会议口译的主题是：面向

未来的教育。省赛55名选手参赛，其中54名来自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省内20多
所高校的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2009年由厦门大学
发起，2011年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列为对
台交流重点项目规划，2014年被教育部列为对
台教育交流重点项目， 成为促进两岸教育科研
交流、展示两岸学子风采的国家级平台。

“魏源杯”全国演讲大赛
11月中旬在隆回举行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胡 德 积 )近
日，记者从“全民阅读·文化中国”第二届

“魏源杯”全国演讲大赛组委会工作会议
上获悉，“魏源杯” 全国演讲大赛半决赛
和总决赛于11月15日至17日在隆回县举
行。

据悉，此次大赛由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省演讲与口才学会、 全国各省级演讲学
(协)会以及隆回县共同策划，将分为命题
演讲和即兴演讲2个部分， 评委从稿件质
量、口语技巧、精神风貌以及互动效果等方
面对选手进行综合评分。

大赛设特金奖1名、 金奖4名、 银奖7
名、铜奖12名。另设网络展播人气奖3名、
微信投票最佳人气奖3名以及最佳应变奖、
最佳气质奖、最佳语言艺术奖、最佳文稿奖
各1名。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岑凤希 杨莎莎

11月4日8时许，“中外诗人汨罗行”200
余名代表踏着朝阳， 来到汨罗市汨罗镇瞭家
山社区龙塘大屋，体验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
感受浓郁的楚风湘韵。

一首名为《瞭家山人“尽是个劲”》的乡村
主题歌曲首先引起关注。 社区工作人员胡猛
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解释：“‘尽是个劲’是本地
方言，意思是满腔热忱，干劲十足。”平整干净
的柏油路旁，社区准备了民俗故事表演、包粽
子、手制香囊等环节。澳大利亚诗人卡拉瑟斯
第一个缝制好香囊，佩戴在胸前，纪念屈原，
祈求平安。

在一栋名为“百川居”的田园式民居，诗
人们围坐在放满烤红薯、 卤煮花生等小吃的
八仙桌旁，大饱口福。汨罗市委书记喻文热情
介绍：“这里是集中建房点， 严格遵循生态宜
居的理念，依山而建，形成错落有致、楚韵风
格的建筑群。 今年结合全市开展的村庄清洁
行动，‘颜值’又刷高了不少。”

秋日的屈子公园，如诗如画。诗人们前来
探访汨罗书画院，聆听诗文古调诵读。现场即
兴对诗中，上句给出：诗意丛中寻妙句。英国
诗人杨炼对出下句：波涛声里作华章。获得全
场喝彩。书画院里诗意浓，中国诗人黄礼孩感
受颇深：“汨罗市注重传统文化的保存继承，
让屈原等传统文化有了当代表达。”

15时，长乐古镇的麻石古街上锣鼓喧天，
三打白骨精、托塔天王、盗令等抬阁故事列队
行走， 吸引诗人们争相拍照。“Amazing！”来
自希腊的作家卡特琳娜既震撼又好奇。 非遗
表演结束，诗人们戴头饰、穿戏服、舞花枪、摆
姿势，意犹未尽。

当晚， 诗人们还受邀参加汨罗市第十届
花鼓戏艺术节开幕式，观看了《仁宗认母》《刘
海砍樵》等经典选段。回顾一天充实的文化旅
程，印度诗人毕普拉勃活学活用：“文化传承，
汨罗人民‘尽是个劲’！”

该文学采风活动是2020年首届“中国·
汨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 前期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湖南省作家协
会、汨罗市委市政府等主办。

“文化传承，汨罗人民‘尽是个劲’”
———“中外诗人汨罗行”文学采风活动侧记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宋茜月）摇曳的耳饰产品上，金丝勾勒出
楚国“凤仪”纹饰；轻盈的丝质团扇上，“橙黄
橘绿时”的湘绣给心灵也带来阵阵微风；君幸
恋手链上，串起的“狸猫纹”与“云云纹”点缀
活泼灵动……首届“马栏山杯”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终评近日在马栏山创智园举行， 进入终
评的选手携作品展开各类主题的奖项角逐。

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创新驱动 融合发
展”为主题，自2018年11月正式启动，累计参
赛人数达6458名，征集作品达10283件。其中
地方特色文化类征集作品5560件，文化旅游

类征集作品3494件。经过初评、复评之后，作
品进入终评。

在终评中， 大赛组委会邀请了全国学术
界知名教授、设计广告行业领军人物、行业协
会负责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作品进行评选。
终评中，选手携带作品实物、模型、样片参加
答辩并演示。 评审团评定最佳设计奖及三大
主题的金奖、银奖、铜奖和百万奖金的最终归
属，评审结果将在大赛颁奖仪式上最终揭晓。

本届“马栏山杯”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由湖
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
视台、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管委会承办。

“马栏山杯”文创大赛进入终评
百万大奖即将揭晓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通讯员 周碧波
记者 易禹琳）日前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第三届
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决赛揭
晓，长沙师范学院荣获一等奖。由该校学生王
水、谭裕钢、龚晓婧和王佳玲演示的《十八洞
村小故事 精准扶贫大道理》（指导老师蔡海
棠、黎昔柒、谢卫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课程内容，与十八洞村亲身体验相结
合，现场引起轰动效应。

全国第三届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
展示活动由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全国高校138份作品入围。在此次决赛中，
长沙师范学院和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同获
一等奖，该校是湖南省唯一进入总决赛的单位。

据介绍，今年，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组织开展了“行走中的思政课堂”等系列
创新活动。利用暑假和节假日，将思政课实践
课堂搬到了深圳、延安、党史陈列馆、雷锋纪
念馆、十八洞村等处。7月11日至13日，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段振榜带领50多名
师生深入湘西十八洞村， 分组走访了几十户
村民，围绕该村在劳务经济、特色种植、特色
养殖、手工业、旅游等方面如何脱贫致富进行
调研，从现实基础、哲学思考、实践检验、经验
可复制等层面， 学习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洞村提出的“精准扶贫”精神实质。同时，让
师生们加深对国情民情的了解， 锻炼和提升
社会实践能力，感受“四个自信”的魅力。

十八洞村小故事 精准扶贫大道理

长沙师院大学生讲思政课获全国一等奖

雅礼学生首获海峡两岸口译大赛湖南省赛大奖

10年坚守，廉风劲吹沐楚沩
———廉政文化建设的宁乡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让·朴舍雕塑原作首次来华展出
11月5日，嘉宾为让·朴舍1907年创作的雕塑作品《锻工半身像》揭幕。当天，法国雕塑巨

匠让·朴舍雕塑原作中国首展举行，5件经典雕塑作品在李自健美术馆“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
国美术展”中展出，展览将持续至12月1日。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陈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