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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民健身，活力中国”活动上

吹响的青山唢呐，到金霞山下，湘江

之滨的大合唱， 文明风尚唱响莲乡。

从“公民道德宣传日”上的模范人物，

到国庆阅兵场上的“莲乡英姿”，文明

楷模闪耀莲乡；从“莲乡大舞台”文艺

汇演，到村社区百姓文艺舞台；文明

之风吹拂莲乡……今年以来，湘潭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深入人心。

11 月 14 日，湘潭市创建办、文明办主办的
“文明大舞台、进村倡新风”活动在湘潭县石壁村
举行，小品、励志人物访谈、独唱精彩上演，向当
地群众传递文明新风……像这样的文明实践活
动，在湘潭县还有很多。

该县聚焦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组织合唱比
赛决赛 2 场次，30 余家单位积极参加；组织书画
展览，展出 200 余名书画家的作品；组织“唱响
红色情怀 放歌醉美莲乡”K 歌之王竞选赛，500
余组选手参赛； 组织文明单位主题诵读活动，58
家单位 400 余人参加。 聚焦乡风文明，开展送文
化下乡活动 30 余场次、“欢乐潇湘·大美湘潭·莲
乡大舞台”19 场次、“乡风文明进农村”文艺演出
活动 6 场次， 组织免费书画培训、“悦读心灵 畅
谈人生”读书会等活动，开展“畅响新时代”文艺
进村组巡演 17 场次， 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文
化生活。 聚焦移风易俗，每月开展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宣传引导。 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组织“党员志愿宣讲到农村”活动 200 余场
次。 聚焦农民关注， 开展 24 场农业技术指导活
动，800 余名群众受益。

同时，该县围绕中心工作，结合“户帮户亲帮
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微心愿认领”， 开展了以
扶贫为主题的志愿走访活动，截至 10 月底，累计
对接帮扶 13054 次，帮扶物品数 24443 件，帮扶
服务数 25697 次； 累计完成贫困户微心愿 2453
条， 为 95 人提供就业岗位， 帮扶资金总额达
175.59 万元。 关注特殊群体，该县 6000 余名在
职教师加入志愿者行列，与全县 4000 余名留守
儿童、特殊儿童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关
注未成年人，该县开展了“全民 99 公益 美好家
园”全民参与公益活动启动仪式，获捐物资用于
助学奖教、改善县内学校办学条件；开展送医下
乡活动， 为全县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共计 8000
余名未成年人开展免费体检。

在湘潭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落地生
“根”， 到了基层。 湘潭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
“我们的实践活动已经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
进乡镇、进村组、进校园，各乡镇实践所、站、部门
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主题活
动。”如易俗河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周周乐”文
化主题活动 12 场次；乌石镇依托红色文化资源，
成立小小志愿者宣讲队，在重大节庆日、传统节
日免费为游客讲解彭德怀元帅的故事；石鼓镇弘
扬地域文化，每周开展免费唢呐培训；花石镇、石
鼓镇紧扣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展文明旅游主题
公益活动；晓木塘社区紧紧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红色家
书诵读”、“讲家风、学家训、传家风道德
讲堂”、“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宣讲。

成风化俗莲乡美
———湘潭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纪实

文明实践在这里 创 新 发 展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湘潭县探索出新模式。
该县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机构改革中设置

事业编制 5名，并将此项工作列入了今年绩效考核范
畴，同时制定出台了《湘潭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试点工作方案（试行）》，确定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建设模式，把工作任务进行细化、量化。

此外，该县还建立了组织机构，在县级设立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
由县委书记担任中心主任和总队队长；在乡镇成立实
践所，由乡镇党委书记任实践所所长；在村（社区）设
立实践站，由支部书记任实践站站长。 完善长效运行

机制。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召开全县调度会议 9次。以
月为单位实施日常调度，7 支志愿服务队每月开展 1
次以上有影响的主题活动，17 个乡镇每月总结工作
情况并报文明办汇总。

新时代文明创建点多面广，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湘潭县建立了一套供需对接机制，如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紧密结合农村实际、
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再比如 7 大志愿服务队、各职能
部门、窗口单位精准制订工作计划和活动安排，推出
服务清单，以“菜单”的形式公布到全县各乡镇，摸清
群众需求，从源头上提高文明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目前，该县正对接红网开发湘潭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网络云平台”，打造“线上点单、在线派单、线下
服务”的网络运营模式，目前平台开发工作正持续推
进。

文明实践在这里 落 地 生 根

文明实践需要平台和阵地，这里既需“软件”更
需“硬件”。

湘潭县的做法是依托现有资源，建强县级阵地，
该县盘活现有资源， 将县总工会 2 楼（约 300 平方
米）建设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置文体辅导、
书画辅导、心理辅导室等多功能室，每月定期开展辅
导活动。 同时利用县档案馆场地，设置了中心学习讲
堂，打造了中心学习吧，面向社区居民开放，成为居
民理论学习、读书分享的热门“打卡”地点。 利用特色
资源，依托城区子敬学校读书吧、特色教育室等功能
齐备的优势， 设置中心实践站， 推进实践活动进校
园；利用城区晓木塘社区“小雨点”志愿服务品牌，打
造中心实践站， 推进实践活动进社区。 整合部门资
源，建立了 7 大服务平台，除与市级 6 大平台（理论
宣讲服务、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
身体育服务、移风易俗服务）一一对应外，将全县司
法所、调解室、警务室等资源整合，建立法律政策志
愿服务平台，用于普法宣传、法律援助、扫黑除恶宣
传等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乡镇阵地是一块重要阵地。 湘潭县做好结合文
章，做优乡镇阵地。 该县利用各乡镇群团组织中心、
会议室、图书室等现有场地，建设乡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 全县 17个乡镇根据自身特点有侧重地推
进实践阵地建设， 如杨嘉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响
应群众需求，设置了文化广场、志愿服务办公室和学
习讲堂。 乌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置了单独活动
室，制作了宣传文化墙，开辟了活动风采栏，较好地

向群众宣传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品牌。

村级（社区）阵地如何创建呢？ 据了
解，湘潭县 355个村（社区）依托党员活动
室、文体活动室、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阵

地资源，全部挂牌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实践站依
托实际，招募志愿者，宣传“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
做志愿者”的理念，实现了“小站有大作为”。 如谭家
山镇紫金村结合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打造实践活动
站，霞峰村结合诗词、书画创作，吸引乡贤和文艺界
人士共同打造实践站。 乌石镇众兴村结合党员网格
化治理优势，打造基层党员实践站；乌石峰村结合脱
贫攻坚和乡村旅游， 打造青少年课外体验生活实践
站；彭德怀希望小学结合红色文化教育与宣讲，打造
师生志愿讲解实践站。

同时， 湘潭还不忘锻造队伍， 让文明实践有主
体。 该县将志愿者队伍建设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的第一资源，坚持多渠道宣传，吸引、招募、建
设了一支有能力、有热情、靠得住、留得下、敢担当的
文明实践主力军。

湘潭县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介绍， 队伍建设
一靠党员干部带头， 湘潭县构建了以县级部门和乡
镇党员干部为主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干部志愿
服务队， 突出示范带动， 促进志愿力量下沉， 全县
10146名志愿者加入其中。 二靠群众广泛参与，全县
构建以民间志愿者协会、 乡土文化人才、“五老”人
员、文艺志愿者、创业返乡人员等为代表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群众志愿服务队， 依托湖南省志愿服务信息
网、湘潭市志愿服务网等平台，动员社会各界志愿者
参与进来。 目前，该县在湖南志愿服务网注册志愿者
人数超 10 万人，涌现了“小雨点”志愿服务组织、爱
心义工刘辉、 雷锋式忠诚卫士冯华宇等一批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郭伟文等 14 人通过市级星级志愿者认
定，刘德云被认定为全市首批三星级志愿者。 三靠乡
贤模范助推。 邀请乡贤模范担任文明倡导志愿者，发
挥他们在文明教化、矛盾调处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花
石镇“湖南省首届最美新乡贤”胡孝阳、石潭镇“退休
不褪色的金牌调解员”张伏秋、排头乡“数十年扎根
基层文艺事业”的谢赞坚等一批乡贤人物、道德模范
发光发热，为实践队伍注入向善力量。

文明实践在这里 硕 果 累 累

湘潭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建设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民心工
程、民生工程来推进，让群众在参与中获得精神滋养、增
强精神力量，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了解，湘潭县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
建设， 尤其是不出村就能观看到文艺节目、 接受理论宣
讲，让农村群众感受到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如在乌石镇众兴村开展志愿活动时， 该村一位村民向我
们表示，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以来， 村上组建了广场舞队
伍，开展了“农民运动会”、文艺汇演、“广场舞比赛”等一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了“乡风文明建设”“全国两会精
神”等一系列宣讲活动，组织了“清扫庭院”“扶贫助困”等
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村民打麻将的少了，参加各种文化
活动的多了，乌石镇也将成为全国卫生乡镇，切实感受到
了文明实践带来的变化。

同时，该县文明实践活动作为乡风文明的助推剂，有
效推动了移风易俗工作进一步细化、深化。如石潭镇开展
了 1 期以“厚养薄葬、薄养厚葬”为主题的文明实践大讨
论活动，在该镇党员群众中反响巨大，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现象有所下降；杨嘉桥镇金笔村、茶恩寺镇茶花村等一批
文明实践站制订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统一红白喜事
标准， 将破除陈规陋习、 杜绝铺张浪费详细到每一个细
节，量化到每一个数字，大大改善农村攀比之风；易俗河
镇在全镇开展“文明家庭”评选，评出“星级文明户”1180
余户，小区居民较以往更加注意楼前屋后的卫生，乱丢乱
扔的现象少了，邻里关系变和谐了。

此外， 该县通过向基层宣传党的科学理论、 民生政
策， 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助推乡村振
兴。 如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开展了系列以“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为主题的宣讲活动；科技科普志愿服务队通
过组建湘潭县农业科技专家服务团， 深入村组开展技术
服务指导，传送种植养殖、手工艺学习资料，供村民互动
学习；利用农村广播村村响播放防治草地贪夜蛾、非洲猪
瘟、森林防火等知识要领；定期邀请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
头，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的方式指导农民科学种植。

一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 让莲乡农村产业兴旺
了，农民腰包鼓了。

“歌颂伟大祖国，
展示文明风采” 主题
朗诵活动。

湘潭县“全民 99 公益”活动。

开展文明实践讨论活动。

开展“开学
第一课”活动。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集中帮扶
活动启动仪式。

书画培训活动。

“微心愿”活动。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二十

（本版图片由湘潭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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