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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明
高职百万扩招，改变了学校的生

源结构，打破了固有的管理服务模式，
给学校的思政教育带来全新挑战。面
对问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坚持
提高政治站位，克服既有困难，创新思
政工作，有效推进扩招惠民政策落地
生根。

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唱响思
政教育时代主旋律

学校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需
要，倡导学生把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
结合起来，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做大
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一是服从国家需
要，以实际行动落实百万扩招，打造最
好的“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把个人成
长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实现个人的
全面自由发展与国家的繁荣进步相辅
相成、相互统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开
办老年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社区管
理、家政服务等多个社会急需专业，开
展正面宣传，强化主流意识，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的问题。三是通过形势政策

课积极开展就业引导，以“三下乡”、志
愿服务、特殊党课等形式，让学生了解
农村、了解基层，勉励学生到基层去，
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
自己找到合适的岗位，也为国家解决
难题，回答好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丰富资源，优化配置，深化思
政教育供给侧改革

学校坚持丰富资源，调优结构，
实现思政教育供给端转型升级。一
是坚持引育并举，配齐配强配优思政
课教师，逐步实现思政课小班化教
学。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培训，开展课
程思政教师公益性免费专题培训，仅
6 月 1 日的网上培训直接参与人数近
5000 人。二是建设课程思政示范
课，着力解决“两张皮”，组织专业课
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共同备课，把思政
的“盐”溶进专业的“汤”，用专业的精
神打造精品思政课，做到思政课也是
专业课，专业课教师也是思政教师。
党政主要领导带头上思政课，研究思
政教育，真正实现每一门课程都有育
人功能，每一位教师都能承担育人职
责。三是整合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创

新思政教育载体,优化网络供给方式，
深挖战“疫”资源，建设五个篇章43堂
思政“战疫小课程”,拓展“两中心一平
台”网络载体建设，形成“6＋1”校园
媒体矩阵，建设网络文化精品工程，
打造网络文化节。

文化引领，服务驱动，推动思
政教育更富感召力

学校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民政文化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
不挠”的湖湘文化贯穿教学活动全过
程，提升感召力。一是针对学生特殊
困难，推出定制式精准帮扶。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赠送“暖心流量包”，为一
名失去双臂的同学专门安排双人间宿
舍，配备残疾人家具，并帮助家长就
业。二是针对疫情期间的时空障碍，
开展网络“四个一”教育，实施“云升旗”

“云班会”“云党校”等育人实践，确保思
政教育不断线。三是针对学生个性
化、多样化需求，主动送教上门，提供心
理咨询，邮寄个人物品等，受到网友高
度关注，充分肯定，点击量超过10万，
传递了正能量，唱响了主旋律，发挥了
网络舆论宣传主导作用。

改革思政教育供给侧 助力落实扩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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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上午，烟波浩渺的
“三江口”，涌动着无边的诗情画
意。由湖南文学杂志社、中国·
汨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组委会
主办，江西修水县和湖南汨罗
市、平江县、屈原管理区文联、作
协协办的“溯源汨罗江，一路诗
意行”活动启动。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
横波……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
兮媵予”“君不见汨罗江水绿茫
茫，芙蓉泣露秋兰香……山阿山
鬼啸秋雨，秋风袅袅吹潇湘”“我
带 领 一 个 大 国 ，向 他 折 腰 致
敬”……台上，一首首楚辞、新
诗，伴随着袅袅琴音，被深情朗
诵。

汨罗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平波
说，此次活动，既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守护一江碧水”殷殷嘱托的生
动实践，也是追访精神图腾的寻根
之旅。同时，汨罗将举办首届“中

国·汨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打造汨罗文
化地标，塑造湖南文化品牌，欢迎八方来宾
常来汨罗，畅游山南水北，感受诗意生活。

在“三江口”，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省
诗词协会会长彭崇谷诗兴大发，吟诗抒怀；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宣布活动启动，并祝诗
人、作家、学者“春风得意，八面来风，尽得
风流”。修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汝琴
感慨道：“‘灵秀吴楚地，慷慨歌咏时。’发源
于修水黄龙山的涓涓细流，到了汨罗，已经
卷起千堆雪，诗意澎湃。”

“汨罗江是一条个性独特、天下不二
的河流，是一条和屈原的名字一道载入
史册的河流，是一条流淌着诗歌的河
流。”平江县政协副主席周晓辉、屈原管
理区宣传部副部长杨剑等分别对采风团
表示热烈欢迎，希望诗人、作家、学者们
迸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

河泊潭、怀沙亭，祭诗文；汨江
边、屈子祠，怀屈子。采风活动启
航后，采风团先后来到屈原管理区
河泊潭、汨罗屈子文化园，参加祭
诗祭屈活动。

河泊潭是汨罗江故道，见证了伟
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投江殉国之
举。屈原沉江后，汨罗人民以多种方
式表达对屈原的怀念之情，由此衍生
了龙舟竞渡、抛粽子、喝雄黄酒、挂艾
叶、打倡、招屈魂、祭屈等一系列汨罗
江畔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天，河泊潭楚旗猎猎。怀沙
亭内，贾谊作品《吊屈原赋》、余光
中《汨罗江神》等书法作品陈列其
中。祭祀人员身着红色礼服，腰系
红布带，脚穿草鞋，右手持师刀，左
手握牛角，祭江神、追屈魂、取圣
水、舞龙头、请屈神。随后，举行读

招魂文、焚文、引魂祭祀等祭诗礼，
用古朴的方式追溯神圣而神秘的
诗歌源泉。

“魂招屈子兮，升座朝堂；文化
名流兮，祭奠忠良……”屈子祠内，
伴随着声声古乐，采风团朗诵祭三
闾大夫文，以虔诚的方式进行朝
圣、追思先贤。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据
了解，祭屈典礼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成为传承龙舟文化、凝聚民族
情 感 的 重 要 载
体。

当 天 ，采 风
团还来到新市古
镇，在汨罗江南
岸感受“三街九
巷十码头”所涵
养的码头文化。

弦月，星空，诗歌。6 月 12
日夜，采风团欢聚汨罗市三江镇
八景村，在悠悠古琴里，或朗诵
经典诗词，或分享创作诗文，邂
逅诗意，遇见美好。

听从诗意的召唤，享诗会以
朗诵《湖南文学》主编黄斌创作
的诗歌《门》开篇，将在座者带入
一个“门”里世界，导入到一个诗
意时空。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
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
交坠兮士争先……”省诗词协会
副秘书长吴晓晖双眼微闭，吟哦

《九歌·国殇》，凛然悲壮、亢直阳
刚之美迸发而出。楚国将士奋
死抗敌的壮烈场面清晰可见、历
历在目。

“我的手在水中轻轻地小心
地摆动着，担心惊扰了沉睡千年
的灵魂，却忍不住在心里悄悄说

道：大夫啊，如果你水中有知，请
跟我一路回家吧!”秭归县作协主
席秦晓梅，用真切温暖的声音，
演绎散文作品《从楚国到楚国》。

“假如我还能活下去，我要
加倍爱我所爱的人……”被“享
诗会”气氛感染，王跃文也分享
了一首自己写的唯一的诗歌《假
如我还能活下去》，唇齿间流露
出满满的爱意。

“爷爷告诉我/他的爷爷告
诉他/这个地方过去叫罗子国/
这条江一直叫汨罗江……”汨罗
市作协主席潘绍东《一封来自端
午源头的邀请函》向文友们发出
邀请：来汨罗感受“端午源头、龙
舟故里、诗歌原乡”的无穷魅力。

若要江山多秀色，千秋不断
唱离骚。当晚，诗人、作家纷纷
上台，或说或诵，抒怀言志，高潮
迭起。

日月千秋在，江河万古
流。长约250公里的汨罗江，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血脉。14
日，采风团从平江出发，溯江
而上，在修水县黄龙山上，与
这条文脉之江的源头相会。

黄龙山上，云雾缭绕。采
风团成员登上山顶，在标示着

“汨水源”的巨大石碑下，齐声朗
诵诞生于修水的诗宗黄庭坚的
诗句。不远处，溪流潺潺，在石
涧跳跃。这涓涓细流，就是从海
拔1500余米的黄龙山上流下
的清泉，也是汨罗江的源头之
水。

探访完汨罗江的源头，采
风团来到山水相映、古木参天环

绕的黄庭坚纪念馆，拜谒诗宗黄
庭坚；在溪山自在楼，围绕一条
江和屈原、杜甫、黄庭坚三大诗
人，探讨传统意义下的诗意写
作。

“这是采风活动的最后一
站，我们将一起度过一个诗神眷
顾、诗意迷漾的下午。”论诗开
始，汨罗作家舒文治以主持人的
身份说道。

论诗会上，思想的火花跳
荡。《湖南文学》主编黄斌说：“汨
罗江不长，只有200多公里，但
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条古老而
真实的河流，是一条让人的灵魂
变得深邃的河流。溯源汨罗江，
切切实实是灵魂的洗礼，是精神

的返乡之旅。”
汨罗江，是一条历史文化名

江，更是一条诗意之江。“这种诗
意是独立不迁、不拘流俗的；是
充满忧患、悲悯众生的；是浪漫
唯美、勾连宇宙的。”汨罗市政协
主席彭千红认为，写作既要诗意
文采，又要引领思潮。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
激荡。论诗会上，彭东明、樊
建军、易青群、潘刚强、戴逢
红、刘石林、秦晓梅、张战、李
宁、赵燕飞、罗建平、刘子华等
诗人、作家、学者，纷纷从不同
角度，探讨诗意写作。

一江碧水，念念于心；四
面青山，频频颔首……

6月13日，采风团来到汨罗
市长乐镇回龙门码头边，寻找当
年繁华古镇的痕迹。随后溯江
而上，来到平江县安定镇，寻访
中华诗河里另一个不朽的名字
——诗圣杜甫。

杜甫晚年漂泊湖湘，追寻
屈原的行迹，将一叶孤舟永远
泊在汨罗江边。有诗云：“远
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
同千古，风骚共一源。”诗祖和

诗圣，将一条汨罗江辉映得流
光溢彩。当日，迎着一河诗
风，采风团拜谒了杜甫墓，追
寻曾经行走在蓝墨水上游的
先贤。

“呵壁问天舒愤懑，怀沙
殉国表孤清。湘流滚滚埋忠
骨，汨水滔滔作恨声。”“一片
丹心忧社稷，满腔热血恻黎
氓。汨罗午日怀贤圣，湘楚端
阳缅屈平。”夜幕低垂，伴着铿

锵鼓点，平江皮影戏代表性传
承人钟志远和徒弟分饰诗圣
杜甫、诗仙李白在屈子祠中相
遇对诗，在平江县坪上书院上
演一出《屈祠仙圣对诗会》。

一条长桌，作家、诗人、
学者们分坐两排，摇着蒲扇，
看得津津有味。夏夜，诗风
从汨罗江面吹来，拂过莲花
盛开的荷塘，送到千千万万
人的心里……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胥扬 周敏

2200 多年前，屈原怀石自沉殉国，
身影没入清波，汨罗江便与屈原的名字
一道载入史册。它自东向西，流经赣湘
两省的修水、平江、汨罗和屈原 4 个县

（市）区，串起相同的文化密码与精神和
鸣，筑起相通的文化向度和情感认同。

“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
人。”6月12日至14日，来自国内的60多
位诗人、作家、学者，组成“溯源汨罗江，
一路诗意行”采风团，从汨罗江与湘江、
沅江交汇处的“三江口”出发，逆流而上，
至屈原、汨罗、平江、修水四地，探访汨罗
江畔璀璨的人文历史、自然画卷，追访文
人共同的精神图腾。活动全程始终贯穿
着“诗”的元素，洋溢着“诗”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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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魏鹏 殷阳辉

去年 11 月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永州市严格按照集
中整治工作要求，坚持对标对表，全面摸底
排查，强力推进违法整治措施的落实见效，
依法打击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违规行
为，阶段性成效明显。今年以来，全市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
比分别下降39.06%、70.59%、36.67%。

在今年5月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
整治工作综合考核中，永州排名全省第一。

领导带头 包路保安保畅

“公安交警全员上路，全警支援交警。”
6月10日，永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车丽华
带队深入永州市冷水滩区参战督战，开展
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一线路面执勤。这是今
年4月以来，车丽华第6次带头上路执勤，
纠违法、查违法、保安全、保畅通，共计现场
查处货车、渣土车野蛮驾驶72起、超载30
起、车辆改型10起。

永州市辖 2577 公里国、省道，还有 2
万多公里农村道路，90.4万辆机动车，线长
面广，公安交警警力严重不足，管控范围存
在一定的盲区。难题如何破解？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以及分管
交管工作的相关领导，推行逐人、逐路、逐

段责任包干工作机
制，每人至少包保一
条辖区内路段，负责
路面执勤查违章、纠

违法、开展文明交通劝导等工作，并做出硬
核规定，分解量化各级领导每人每月上路
执勤最低指标，做到有图有视频有资料。

与此同时，对全市顽瘴痼疾工作情况
和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分类，责任到人，形
成项目图表，实施“挂图作战，看图说话”，
依托全市公安机关每日“早八晚六”视频调
度点评机制，随机调度、随时抽查。

“市公路局蓝山县南风坳路段风险隐
患治理，市城投公司翠竹大道等电子警察
设备及网络设置、珊瑚路与传芳路电子警
察通信光纤恢复不及时，东安端桥铺竹木
町社区马路市场出现反弹……”今年以来，
永州突出勤督导，以问题为导向，用好用活
交办、督办、提醒、通报等督导方式，每月不
定期深入县区乡镇、客货运站场、集市等地
暗访督查不少于 1 次，对督导中发现的问
题直接拍照（视频）固定，直接交办所属地
县区整治办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督促全市“两客”车辆主动
安装安全防范终端 977 套，货物装载地以
及物流园区、货运站场规模化经营者安装
视频监控出厂称重检测设备 117 套、不停
车超限检测系统建设数14套，2038台农村
客运班线车辆安装动态监控。

严打整治 消除交通乱源

“第三次警告，请你立即下车接受检查。”
4月14日，江华县公安民警在该县高新区内

一厂区门口，发现两台涉嫌超载和改装的货
车。驾驶员将车门反锁，躲在车内，逃避车辆
称重，并对执法人员的劝说视若无睹。

民警再三警告无效后，果断破窗执法。
随后，两名驾驶员因阻碍执行职务分别被依
法行政拘留10日，给予驾驶证扣6分、罚款
1000元的处罚。对于之前的多次超载行为，
分别被一次性罚款29500元。

今年 4 月以来，永州公安交警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工程运输车交通
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公安交警部门加
强重点管控，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路段、
重点时段的检查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不按
核准运输线路及时间行驶的违法行为。宁
远交警还联合城管、交通、公路等部门在全
县重点整治路段开展集中整治，并查获多
辆有违法行为的工程运输车、货车。

该项行动开展以来，永州共查处工程
运输车、货车交通违法行为11577起，全市
涉工程、货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同比下
降94.78%。

严打整治，消除交通乱源。与此同时，
永州还制定《永州市公安局关于营运车辆
违法肇事案件预防和处置意见》，出台交通
违法“十个一律”严管举措，对相关车辆肇
事违法处理、案件受理、事故认定、事故调
查、责任认定、民事调解直至移送起诉全过
程做出硬性规定，破解营运车辆违法肇事
后犯罪成本不高、制约性不强等难题。

源头治理 防控安全风险

“以前，这条路经常堵得出不去，现在道
路通畅多了，大家的心情也更舒畅了。”6月

20日，家住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路菜市场
附近市民蒋女士告诉记者，过去拥挤不堪
的市场路口街道，如今干净有序，摩托车、
电动车等车辆有序停靠在规定停放区。

今年 5 月底，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通过完善交通设施，高密度巡逻管控、高强
度整治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加
大交通安全宣传等举措，破解中心城区农
贸市场周边道路突出的交通秩序重点、难
点问题。

“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隐患台
账，逐一交办整改。”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沈林松表示，永州公安交警部门持续加大
对交通问题的源头治理，着力加强防控安
全风险。截至目前，共排查出隐患 12505
处，已经完成整治 12201 处，整改完成率
98%。其中“两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整
治、非法营运整治、马路市场整治、校车违
法行为整治已100%完成；超限超载运输整
治完成84%、非法车辆管控整治完成98%。

“警察叔叔拎来了‘安全大礼包’，快收
下。”6月初，祁阳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
校园活动。民警通过手势操、角色扮演、有
奖竞猜等环节，帮助孩子们掌握交通安全
知识，提醒他们“知危险会避险”，并通过

“小手拉大手”，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宣传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源头治理交通顽疾，宣传教育同样
不可或缺。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永
州对整治措施、整治进展、典型案例和工
作成效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地广泛宣
传，形成专项整治全民联动、社会共建的
工作氛围。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飘碧 贺正鑫）湖南省市场监管
局6月18日公布的最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情况显示，全省抽检豆制品、餐饮食品等6
大类食品398批次样品，其中12批次样品
不合格，386批次样品合格。

不合格食品名单中，长沙市雨花区毓
润日用品商行销售的黄鸭叫，检出呋喃唑
酮代谢物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长沙市雨花区奇益超市销售的黄鸭
叫、常德市鑫汇丰商贸有限公司桃源分公
司销售的黄鸭叫，检出孔雀石绿项目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吉首市阳光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小溪桥
店销售的黄刺骨（鱼），检出呋喃唑酮代谢
物项目不合格。长沙市岳麓区邻里优鲜生
鲜店销售的草鱼、醴陵市喜洋洋超市仙霞
店销售的猪肝，检出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

计)项目不合格。
长沙市雨花区毓润日用品商行销售的

三黄鸡、长沙河马市集商贸有限公司销售
的麻鸡，检出尼卡巴嗪项目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蔬菜类不合格产品中，益阳市资阳区
旺辉福万家生活超市销售的豆角、新田县
佰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长豆角，检
出灭蝇胺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新田县佰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
豆芽，检出 4-氯苯氧乙酸钠(以 4-氯苯氧
乙酸计)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娄底市娄星区三和信购物超市涟滨店
销售的韭菜，检出腐霉利项目不合格。

据了解，呋喃唑酮、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品
中不得检出。食用检出孔雀石绿、灭蝇胺、
腐霉利的食品，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省市场监
管局已责成长沙、株洲、常德、益阳、永州、娄
底、湘西州等市州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开展核
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等措施
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

湖南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2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食品涉及黄鸭叫、草鱼、猪肝、豆角、豆芽等

益阳市政协大力推进
帮扶行动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
者 陈昂昂 通讯员 李保）记者
日前从益阳市政协获悉，益阳
市1998名省市县政协委员已组
成519个帮扶小组，将结对帮扶
巩固519个贫困家庭。

益阳市政协近日通过了
《益阳市政协推进“湖南政协人
助力巩固脱贫成果万户帮扶行
动”实施方案》。根据方案，今
年益阳市1998名省市县政协委
员组成的 519 个巩固脱贫成果
帮扶小组，将结对帮扶巩固全
市 519 个贫困家庭。这些小组
的主要任务是以提升扶贫成
效、巩固脱贫成果为目标，跟踪
掌握帮扶对象家庭基本情况，
及时与市直有关部门沟通，助
推帮扶对象稳定实现“一超过、
两不愁、三保障”。具体工作是
对巩固脱贫成果政策的有效落

实实施民主监督；了解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通过提案、社情民
意信息、微建议等多种形式，就
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
结对家庭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
难，包括完成学业、解决就业、
充实家业；用心用情做好人文
关怀工作，经常走访联系，加强
思想引导，增强内生动力。

益阳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市政协将加强与党政有关
部门的对接，密切协作，形成合
力。同时，市政协还将参与助
力巩固脱贫成果工作情况纳入
政协机关绩效考核和委员履职
考核评价，对帮扶小组发现的
问题、提出的建议，协同有关部
门及时采纳、认真办理，把扶贫
工作落到实处，让贫困群众得
到实惠。

平江“禁野退补”
工作经验全国交流

湖 南 日 报 6 月 21 日 讯
（通讯员 林思文 记者 徐亚
平）6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召开全国禁食野生动物后续
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在湖
南分会场，平江县林业局局长
胡胜春代表平江作题为《落实
落细合理补偿，压责压担确保
稳定》的典型发言。全国仅江
西崇义和湖南平江两个县作经
验介绍。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湖南省也
相继出台了相关意见，要求陆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依法
依规实行退养，并给予养殖户
一定补偿。

据统计，平江共有办理《人
工繁育许可证》野生动物养殖
户 84 家，其中纳入第一批退养
补偿范围的30家。由于这些养
殖户投资大（有的个人投资达
400余万元）、负债多（有的负债
120多万元）、转产难、涉及贫困
户多等复杂情况，导致平江退
养补偿工作开展难度大，任务
艰巨。

为 了 全 面 贯 彻 落 实《决
定》，有效安抚养殖户情绪，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平江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落实落细
核实处置措施，加强财政资金
保障，明晰县乡责任，形成部门
合力，切实做好禁食陆生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主体退出补偿及
动物处置工作，实现了“退得
出、稳得住”。

守好群众平安出行“生命线”
——永州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综合考核全省第一探析

汨罗江，
是一条历史之
江、文化之江，
更是一条诗意
之江——

祭屈现场。 周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