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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张前宝 ）今天上午，由省文明
办、郴州市文明委主办的全省“缅怀革
命先烈、 建设美丽湖南———我们的节
日·清明”群众性纪念活动，在桂东县
三台山烈士公园举行。 全省各市州文

明办及郴州各县市区文明办负责人，
烈属、老战士与解放军、武警官兵代表，
当地党员干部、 群众代表等1000余人
参加活动。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默哀，奏哀
乐！”上午8时15分，纪念活动开始。向革

命烈士默哀后，军人、群众和学生代表
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随后，开展
了学生诵读经典诗词、 放飞梦想气球、
现场签名、向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墓献花
等活动。 群众代表郭芳感慨地说，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的，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明办主

任刘进能表示， 在清明节前夕举办这
次活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
措。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王晗）
“穹顶之下，共拒烟霾，希望这个清明
节少一点烟雾， 多一些绿色！ ”3月31
日，在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举行“文
明祭扫，无烟清明”活动现场，成功村
村民马利君郑重地在“无烟清明”倡议
贴士上写下自己的感言。

清明好时节，寻根祭祖忙。“传统
祭扫带来的火灾隐患以及环境污染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绿色祭扫已
成为众多市民的理性选择。 ”沙坪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倡导市民以文
明健康的方式祭奠先人，街道每年在
清明、中秋和春节免费提供鲜花代替
香烛，同时，市民只需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便可下载电子鞭炮代替实体鞭
炮。 文明祭扫，在沙坪逐渐成为一种
新时尚。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向海林

“郑书记，毛坝乡8个村的换届工作去年就已经结束，为什么到
现在还有3个村没有配齐村支两委班子？ ”

“我承诺在4月底前把这几个村的村干部全部配齐到位，讲到
做到！ ”

3月17日，在永顺县毛坝乡十二届四次党代会上，面对乡党代
表胡尧的提问，刚到任2个月的乡党委书记郑岩清作出表态。 胡尧
在测评表上勾了“满意”后表示，要根据郑书记的“未来表现”来考
虑“升降”等级。

这样的问答场景， 如今在永顺县的30个乡镇党代会上每年都
会如期出现。 2013年，作为全省的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单位，
永顺县在30个乡镇全面推行党代会年会制，把县乡两级党代会5年
一次改为一年一次。 特别是自今年起，该县建立了乡镇党委委员和
村级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制度， 将领导干部的党建“答
卷”交给县乡两级党代表“阅卷打分”。

根据规定， 所有乡镇党委委员和村党组织书记都要作为“考
生”，在乡镇党代会上围绕党建工作进行述职报告，介绍党建工作
成绩、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 每个“考生”答完党建“考卷”之后，还
接受“考官”党代表的现场“考问”。“考生”根据问题现场进行作答，

“考官”听取了回答后，对答复从“很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
四个等次进行客观评价。 乡镇党委和县直单位党委（组）“一把手”
则需接受县党代表的提问和“打分”。

党代表的“打分” 将作为综合测评结果写入个人年度考核材
料，作为今后“选拔任用干部看党建”的重要依据和前置条件；而乡
镇党委书记连续两年排名在前10位的，才有资格推荐评先评优；排
名后3位的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党委（党组）书记，由县委书记进行
诫勉谈话，连续两年排名末2位的将进行免职处理。

目前，158名乡镇党委委员和311名村级党组织书记进行了述
职，接受评议。 综合排名后3名的乡镇党委书记和3名县直党（委）组
书记也接受了诫勉谈话， 毛坝乡前任乡党委书记因党建工作不到
位被调离岗位。

湖南日报4月1日讯（王文隆 李曼斯）今天，参加湖南省首届乡
镇党委书记轮训的48名乡镇党委书记，在省委党校的组织下，齐聚
浏阳市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旧址，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性教
育活动。

48名学员被分成三支队伍，身着秋收起义军装，重走秋收起义
路。“起义队伍”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集合会师，学员们回顾了毛
泽东当年的动员讲话，并拉起了红歌：“工友农友闹革命，秋收暴动
成了功。联合起来再向前，一杆大旗满地红……”一首《秋收起义歌》
将大家的思绪引回88年前的工农革命岁月。

———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系列报道之二

领导干部党建“答卷”
由党代表“打分”

48名乡镇党委书记
重走秋收起义路

缅怀革命先烈 建设美丽湖南
全省清明群众性纪念活动在桂东举行

菊花代纸钱 祭扫更文明

4月1日，学生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 当天，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中学开展“祭扫烈士墓，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杨玉钊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彭业忠

等一城烟雨，只为你；渡一世情缘，只
和你。

4月1日，世界首部改编自文学名著的
大型山水实景舞台剧———《边城》 在凤凰
古城首演，该剧以沈从文先生作品《边城》
为蓝本创作而成，总投资1.8亿元。当晚，来
自全球各地的2500余人现场观看了演出。

《边城》出品人、湖南凤凰古城文化旅
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说，在
这个清明时节推出《边城》，也是对沈从文
先生的缅怀与祭奠。 通过该剧，大家将可
以看见湘西的山水， 聆听到湘西的声音，
集中展现大湘西浓厚的文化底蕴。

名家荟萃 重现 《边城》
《边城》改编自沈从文的同名小说，共

分六幕及序、 尾声， 依次为拉拉渡
（序）、身世、初萌、端午、灵犀、魂诉、渡
缘、等你（尾声），时长约75分钟。 剧情
围绕翠翠、爷爷、傩送、天保展开，在浪
漫的爱情故事中， 生动再现了湘西的
民俗、民乐、民情。 门票分580元、260
元、220元三种，每晚一场。

湖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此次《边
城》的制作团队名家荟萃。 国家一级编
剧任卫新担任编剧。 他曾担任《复兴之
路》的文学总执笔。 此次改编《边城》，
他充分融合了湘西民俗、民乐、民情，
平衡了艺术品质和市场需求， 在国内
独树一帜。

余大鸣，曾荣获“文华导演奖”等
多项国家级大奖，是国家一级编导。 此
次《边城》由她导演。 剧中，她重现了许
多已经消失的湘西民俗，并用舞蹈、音

乐、特技等表演形式，用和声、光、电、
水等特效，还原了一个活着的《边城》。

该剧音乐总监张朝是世界最著名
音乐出版社德国朔特签约作曲家，此
次他特邀亚洲爱乐乐团等亚洲顶尖乐
手配乐，用本土的语言，世界的眼光将
浓郁的湘西民乐进行了艺术升华。

最美嫁衣 梦幻来袭
翻过青山，绕过白塔，身着一袭红

嫁衣，翠翠款款而降，宛如一朵杜鹃花
绽放在夜空。《边城》演到这一幕时，现
场不少观众掩面而泣。

翠翠身上的这件“最美嫁衣”，经过
100多道工序，110人耗时10个多月设计
制作而成。 一顶红色银冠， 一袭红色苗
服，上百件红色银饰，还有3米长的红色
婚纱，将翠翠妆点成“最美新娘”。

“如果你想做一个新娘，一定要来看
一看翠翠的盛装!” 服装设计师莫小敏曾
经为《杜兰朵》设计服装，他告诉记者，这
是他艺术生涯中最精致的舞台服装。 75
分钟的演出中，共设计服装502套。

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 催人泪下
的场景频频出现。在魂诉一幕中，爷爷
去世后，翠翠感觉天塌了。 刹那间，天
上倾盆大雨，地上泉如泪涌，闪电不时
掠过白塔，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惊慌失
措地痛哭，将观众带入了一个震撼、感
人的艺术世界。

另据悉，首演还特设“《边城》·凤
凰全球摄影擂台赛”，摄影爱好者可以
用镜头捕捉《边城》演出的自然之美、
民俗之美和人文之美， 展现大湘西民
族文化的深刻内涵， 大赛单项奖高达
100万元，总奖金额度近200万元。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谭文武 ）“死
后火葬， 不办酒席， 一切从
简。 ”4月1日，衡阳县井头镇麻
岭村年近八旬的老党员蒋益
伟立下遗嘱。 像蒋益伟一样，
现在衡阳县不少人开始改变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选择
不占地或少占地的绿色生态
葬法。

近年来, 衡阳县加大殡葬
改革力度，力推生态、绿色、阳
光、惠民的丧葬新模式，引导
人们崇尚绿色、 节约土地、保
护环境。 县里将殡葬改革工作
纳入目标管理考核， 出台了9
个规范性文件。 县民政局多方
筹资400余万元， 对县殡仪馆

进行了提质改造， 并规范了殡葬服务流
程，开展遗体接运、整容、悼念、火化到骨
灰寄存等殡仪一条龙服务。

同时，在2011年实施惠民殡葬政策
的基础上，衡阳县扩大殡葬惠民范围，减
免困难群众基本殡葬费用， 补贴文明生
态安葬。凡具有本县户籍、死亡后按殡葬
法律法规火葬， 属城乡低保对象、 城镇
“三无”人员、重点优抚对象和农村五保
供养对象的，一律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先生， 请文明祭
扫， 我用鲜花换您手中的鞭炮、 纸
钱。” 4月1日， 从长沙专程赶到华容
县塔市国有林场扫墓的唐杰和家人
拎着鞭炮、 纸钱等祭祀物品， 刚进
入山口， 就被手捧鲜花的工作人员
温馨拦住。

清明将至，上山祭祖的市民明显

增多，燃放鞭炮、焚烧纸钱等祭品的
违规行为不但增加了火险隐患，也污
染了山林环境。最近，华容县采用“鲜
花换鞭纸”这一文明祭扫方式，倡导
市民强化森林安全意识， 爱护环境、
摒弃陋习。 活动主办方准备了1万束
鲜花，将于近期在公墓、森林防火检
查卡点等30多个重点区域免费向市
民发放。

微信朋友圈发出求救信息

17名热心人
紧急献血救产妇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明月 贺科 燕磊）
“现在母女平安，多亏了这么多热心人前来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4月1日上午，常德市第一中医院产科主任刘俊回忆起10多个
小时前，17名热心人通过微信朋友圈获得信息后紧急献血，帮助一
名双胞胎产妇度过生死关的经历，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3月31日下午5时许，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医护人员在微信朋友
圈里发出一条信息：“现有一双胞胎产妇， 产后因宫缩乏力出现大
出血，急需A型血，请有献血意向的人与我院医务科联系，或来我院
大门口献血车上直接献血。 ”

这条信息很快在常德市民中传播开来， 不少热心市民及医院
医护人员赶来献血。 朱艳杰是常德市第一中医院五官科护士，她说
自己多年没献过血了，看到这么紧急的情况就赶来了。 谢腾晖是医
院旁边的居民，他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信息后，马上拿着自己的献血
证赶过来。 敬伟是新疆乌鲁木齐人，这几天正在常德亲戚家做客，
看到亲戚转发的信息，也立马跑来献血。 最后，包括医院14名医护
人员在内的17名热心人献了血。

33岁的产妇周女士当天剖腹产下一对女婴。 当天，医生共为周
女士输血近4000毫升，相当于把她身体里的血换了一遍。

万束鲜花祭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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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边城》凤凰首演 永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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