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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好湖湘精神的接力棒

——— 写在“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第二届红彩信、红短信制作传播大赛圆满结束之际

杨跃伟 林悦琴 龙文泱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徐勇作活动总结发言。

作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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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孙女在芷江国际和平文

化节上演讲。

作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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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手机赶市场。

作品编号

1995

湘潭大学校友将校旗插上南极。

参加总评选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合影。

启动仪式现场。

湖南，自古以来就是热血之地。 长沙，凝聚

着“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犹在眼前耳

畔，

1949

年中国巨人从满目疮痍中骄傲启步。

热情勇敢的湖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誓用“与

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让世

界瞧见中国龙从梦魇中觉醒，乘风腾飞的傲人

模样。

一个民族的崛起， 离不开文化与精神的巨

大支撑；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巨龙再次

腾飞，并不断创造新的华章的强大的内动力！

新世纪，新挑战！ 听，欧风美雨凶猛；看，日

潮韩流来袭； 现代意识向传统文化发动猛烈进

攻，世界洪流泥沙俱下，涌向中国之舟。 中国航

船上的水手———湖湘儿女咬紧牙关，护舟前行！

湖湘精神是支持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湖

湘文明 、 湖湘文化则是湖湘精神孕育的沃

土———这是湖南实现富民强省，科学跨越的动

力之源！

在“十一五”的收官之年，我们以何种形式

传递好湖湘精神的接力棒？ 由湖南省文明办、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

限公司主办，湖南日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

南有限公司承办，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协办

的“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第二届红彩信、红短

信制作传播大赛以其覆盖面广， 传播速度快，

形式新颖，内容活泼成为最佳选择之一！

今年

7

月

30

日，随着省文明办将写着“彩

传盛世 情动湖湘”的红旗交给湖南移动公司，

红彩信活动再次在三湘大地掀起传颂湖湘文

明、传播湖湘文化的热潮。

活动历时三个多月，共收到红彩信作品

30

余万幅， 红彩信转发

40

万人次， 红短信转发

200

万人次。 无论参赛人数、上传作品数量、转

发次数和作品质量，本届活动都有显著提升。

利用名人优势，

用有影响力的人影响人

活动 获得 了省

领导的高度关注，省

委副书记梅克保，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路建平，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 ，省委常委 、省委

秘书长杨泰波以各

种形式参与、支持活

动。 梅克保副书记亲

自发送 “学习实践，

不仅是我们每个人

追求进步、成长成才

的基本途径，也是国

家和民族永葆生机

和活力的力量源泉”

的红彩信；他在活动

的报告上批示：活动

很好，因会议时间有

冲突，不能参会，请谅解。 路建平部长发来了自

己创作的红彩信、红短信，内容是“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红色精神永励后人”，并批示：“是好

事，请继续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肖雅瑜副主任

亲自宣布活动启动。

湖南省文明办作为主管单位，号召“全省

各地各有关部门把这项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有效措施，结合自

身实际，切实组织好、开展好！ ” 湖南省文明办

主任宋智富细心指导，副主任李晓平出席红彩

信启动仪式、为活动授旗，参加作品评选等活

动，并在活动策划期就对活动进行指导，提出

建设性意见。

此外， 社会名流也积极支持红彩信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汽车专家、湖南大学校

长钟志华准备出席第二届红彩信、红短信活动

的启动仪式，并做好了讲话准备。 因启动仪式

时间作出了调整， 与他在上海的活动时间冲

突，他在上海特意创作发来了红彩信。 内容是：

“实事求是，探科学奥秘；敢为人先，解社会难

题；脚踏实地，圆人生梦想”。 钟院士十分重视

活动，字斟句酌，

3

次修改彩信内容，直到满意

为止。

众多名人参与， 产生强烈的名人效应，对

公众产生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强化了公众对

本次大赛的记忆， 有效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调动了公众的参赛热情。

挖掘湖南红色资源优势，

推进活动深度发展

网友“

HS

蓝皮鼠”说：“湖南红色旅游，光

故居就够你一看。 ”伟人毛泽东故居韶山、刘少

奇故居宁乡花明楼、彭德怀故居乌石，清水塘、

杨开慧故居、长沙第一师范被网友“站在路边”

称为湖南红色旅游‘金三角’。 此外，岳阳有任

弼时故居，湘西北有贺龙元帅故居，湘西有向

警予和粟裕故居，沿高铁再南下到株洲有李立

三故居，到衡阳有罗荣桓故居，到郴州有黄克

诚故居、 邓中夏故居等……红色资源遍布湖

湘，利用红色资源，对充分发挥湖南红色根据

地的优势，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十分有利，

而韶山更是中国的头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因此，活动鼓励三湘百姓把湖南的美好景

色，红色景物拍摄下来参加比赛，在潜移默化

中，把湖湘精神和红色精神传递到人们的内心

世界。

发挥主流媒体优势，

营造舆论氛围

《湖南日报》利用党报媒体的优势，部门联

动，建立专门的活动宣传营销小组，调动各种

资源，用名人效应、新闻与评论相结合、报网结

合等全方位、立体宣传、推广红彩信活动。 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覃晓光明确指示

集团全力支持举办这个活动，他要求“一定要

办得有影响、有声势、有亮点”！ 总编辑董岳林

亲自负责活动的统筹， 多次询问活动进展；湖

南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马宁从新闻报道角度对

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多次将活动内容的稿件和

照片安排在第一版刊登；副总编辑姚子珩在启

动仪式上热情讲话，对大赛经常给予指导。 同

时，迅速成立了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兼专刊部主任徐勇为总指挥、副主任杨跃伟为

总策划， 专刊部业务一科科长林悦琴为总执

行，夏杰、龙文泱、王恺凝、王冠、黄悦为项目组

成员的活动宣传营销组织执行团队。 此外，摄

影部主任韩世祺、高级摄影记者张京明亲自对

参赛作品把关，进行点评，提升活动品质；理论

部主任奉清清组织理论部资深评论员，为活动

量身定制评论文章， 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活动。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华声在线网站对刊

登在湖南日报上的所有“红彩信”照片和宣传

广告，进行二次传播，给此次活动注入报网结

合、报机结合的内容，扩大了社会影响。

第二届红彩信活动在前期策划中， 即以

“继承上届活动优点，方便群众参与”为目的，

在“彩传盛世 情动湖湘”的大主题的统领下，

设计了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

21

小个主题。 如

湖南人走出湖南展现精彩中国的 “我的世博、

亚运情”、 表达对生命关爱的 “记录， 爱的瞬

间”、展示各式各样湘菜美食的“臭豆腐？ 口味

虾？ 湘味美食共分享！ ”、展现新时代新农村新

变化的“衣食住行，现代农民的幸福生活”、展

现湖南工业风采的“上传你身边的‘湖南制造’

与‘湖南创造’！ ”等主题。

调动社会资源优势，

发动群众广泛参与

湖南移动担当起“企业公民”的责任，提出

了“只要你有一颗爱国心，只要你有一部移动

手机，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手指轻轻

按动，便可参与到活动中来”的响亮口号。 他们

高度重视这次活动， 根据王建根总经理的要

求， 迅速成立了由副总经理郭小明为组长，党

群部主任黄伟忠、 数据部总经理谢钢为副组

长，党群部副主任刘胜飞、数据部总经理助理

唐勇，以及陈凡军、唐磊为成员的活动组织机

构。

本届红彩信活动的启动仪式采取了电话

会议的新方式， 湖南移动全省

14

个市州分公

司同时开展活动，湖南移动所有部门、所有员

工同时发力，为红彩信的航船护航！

为了增加参与途径，活动尽量简化参与方

法。 同时，精心设计价值取向，努力打破灌输式

教育、被动式教育的传统模式，使群众成为自

我教育者。 一名获奖者在获奖感言中说：“为了

参与活动，自己总是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去

寻找一些美好的东西。 ”为了提高评奖频率、获

奖机率和奖品的吸引力，所有奖项每周公布一

次， 最高奖励有价值

3000

元的移动

G3

手机

（支持手机电视功能）一台（或

3000

元充值卡

或

3000

元手机钱包红包），确保群众参与的热

情持续高涨。

活动激发了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湖南大学、湘潭

大学等极具湖湘特色的学校纷纷下发文件，鼓

励学生参与活动，上传了不少优秀作品。 如湖

南大学学子驾驶自己设计的方程式赛车出征

美国的

1263

号红彩信作品。

省交警总队也积极参与进来，主动全程协

办第二届红彩信活动，并下发了《关于组织开

展“关爱生命，文明出行”文明交通彩信有奖制

作传播活动的通知》的文件，发动全省交警，动

员全省广大交通参与人，特别是机动车驾驶员

将红彩信活动与“关爱生命，文明出行”活动相

结合，打造平安湖南，和谐湖南。 我们根据“关

爱生命，文明出行”活动要求，特意设置了“彩

信曝光台”，曝光不文明和不环保的行为；并应

省交警总队要求，在参赛网页特设了交警系统

的专项参赛平台。

同时 ，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402

队、“

80

后”红色编剧袁子弹、省内部分道德模

范、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城步苗族自治县、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图书馆、

邵东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和

个人纷纷参与活动。

广大参赛者也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热情。 在

对每周的“红彩之星”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参

赛者中大部分从去年首届红彩信活动举办就

积极参与，是活动的忠实“粉丝”；另外一部分

是在亲朋好友的推荐下，或者从报纸、网络知

道信息的红彩新兵。 其中许多是摄影爱好者，

他们认为，红彩信活动可以把自己记录的湖南

的美丽与多彩迅速传遍三湘四水。

12

月

1

日，冬日的长沙暖意融融，总评选

就在这一天进行！ 省文明办主任宋智富、省移

动公司副总经理郭小明、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

杨月光、湖南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马宁、副总编

辑姚子珩等出席了活动。 省文联副主席、省摄

影家协会主席张利萍， 省文明办副主任李晓

平，著名作家、长沙市文联主席何立伟，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徐勇、长沙市摄影家协会

主席龚振欧、 省移动公司党群部主任黄伟忠、

省移动公司数据部总经理谢钢等组成的评审

组平除了

60

幅一、二、三等奖作品。

看看这一幅幅意味深远，美轮美奂的作品

吧！

0510

号作品，是今年

9

月第四届中国芷江

国际和平文化节的活动画面。 二战期间，为了

反对共同的敌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中美

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在

芷江驻扎抗击日军就是最好的见证。 照片背景

上凝眉远望的外国男子正是陈纳德将军，而在

鲜花簇拥的发言台上，笑意盈盈的金发女子是

他的孙女。 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征程中，湖

南与全球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一道，为谋求世

界永久之和平而共同奋斗。

1995

号作品，是湘潭大学校友将校旗插上

南极的照片。 今年

4

月

10

日，历经

182

天的风

雪洗礼， 中国第

26

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各

项考察任务凯旋。 湘潭大学

2006

届毕业生谢

成荫参加了此次南极科考任务，并将校旗插上

了南极。 湘潭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

大学在这里建立， 传承着独特的政治优势、人

文资源优势，汲取着湖湘文化的精髓。 新时代

高校如何培养大学生，使他们用自己在学校所

学的知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

青春与力量？ 湘潭大学的办学模式值得借鉴。

与前两幅作品不同，

1267

作品带着浓浓的

乡土情怀。 这幅被命名为《赶集》的红彩信作

品，是邵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工会主席易江波的得意之作，展现

了新农村建设下农民的幸福生活。作品于

2009

年

9

月获湖南省政协、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

举办的《同舟前行———纪念人民政协成立六十

周年书法 、美术、摄影优秀作品展》摄影一等

奖。 佳作颇多，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向大家介绍。

我们举办红彩信活动的目的在于用积极、

健康、向上的红彩信，抵制黄段子、黑段子的入

侵，抢占先进文化的制高点。 红彩信活动在政

府部门的指导下，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在广

大群众的热情参与下，本届活动获得了中央领

导的肯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

也作出批示：“此项活动效果很好， 望认真总

结，长期坚持。 ”中宣部在《新闻阅评》中以

3

个

版面的篇幅介绍了活动经验，赞扬活动彰显党

报责任。 中宣部批示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

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

青年报及所属新闻网站等中央媒体，也对红彩

信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

我们将继续努力， 进一步提高红彩信、红

短信的创作水平和传播质量，进一步加大活动

宣传推广力度， 把活动打造成品牌，“报网结

合、报机结合”的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完美结

合的典范，力推“彩传盛世”以“情动湖湘”，用

“图说湖南”展现“ 精彩中国”。 年年有红彩，精

神届届传！ 我们会努力传好湖湘精神的接力

棒，让红彩信、红短信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园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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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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