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体制，三级联动织就一张文明网

“用搀扶熨平冷漠，用热情传递温暖，用汗
水滋润花朵……”今年 3 月 5 日，在第 56 个学
雷锋纪念日， 中国音乐家协会新兴音乐群体轻
骑兵走进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路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 与雷锋家乡人民同唱学雷锋主题
新歌曲，用文艺传承红色文化。 当地群众纷纷跟
着音协文艺工作者哼唱雷锋歌曲的画面， 不仅
传遍了大江南北， 也让雷锋路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红”遍了星城。

来到该社区，只见“金种子广场”上图文并
茂地陈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雷锋精神的相关论述，居民群众一边在此散
步、运动、跳舞，一边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根据
雷锋故居原型修建的“雷锋屋”里，还原的场景、
物品、影像资料，展示着雷锋在望城工作、生活、
学习、成长的点点滴滴，而屋外小区居民楼上的
彩绘墙画，则阐释着雷锋的为人民服务、螺丝钉
等精神。 不远处的“雷锋书屋”日日开放，居民群
众可随时免费借阅，天气晴好时，大家便围坐在
前面的地坪上，交流学习心得。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设‘七个一’，即
一个雷锋志愿服务中队、一个雷锋讲堂、一个雷

锋超市、一个雷锋书屋、一个金种子屋
场、 一个金种子广播、 一个金种子广
场， 社区工作人员每人负责一个队伍

或平台，常态化开展活动。”雷
锋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爱介

绍，在雷锋精神的熏
陶下，居民群众自发

组成党建宣
讲 、 帮困助

残、城市管理等 8 个志愿服务队，已组织开展了
各类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15 次， 惠及人数 4000
人次。

实际上，自今年 1 月“金种子行动”启动，望
城区就高起点谋划， 建立起 1 个区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由区委书记任主任，区委副书记、
区人民政府区长任第一副主任，同时在 14 个街
镇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38 个村社建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所有中心、所、站均按照“一个体
系”（金种子行动）、“一个内涵”（播思想种子直抵
人心、播精神种子教化人心、播文明种子温暖人
心、 播文化种子滋养人心、 播法治种子理顺人
心）、“一个 logo”（雷锋头像）、“5+5+7” 工作平
台、“1+15+14+138+N”工作队伍、“五讲五抓五
实践”工作内容来进行建设和开展活动，三级联
动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区每个角落的文明网。

强队伍，供需对接人人都是志愿者

“在进行心肺复苏时，我们通过‘轻拍重唤’
的方法确认伤者是否还有意识， 之后请身边的

人拨打急救电话，将伤员翻成仰卧姿势，放在坚
硬的平面上。 ”7 月 15 日，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黄
狮岭社区， 一堂由雷锋志愿服务健康生活支队
带来的急救技能培训课开课， 志愿者老师耐心
讲解、悉心指导、亲身示范，居民群众认真学习，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我们社区老年人多，高温
酷暑又是中风、心梗等疾病高发的季节，正亟需
这样一堂课！ ”社区工作人员感叹。

当问及这堂课的来由时， 工作人员指了指
社区公示栏上的“7 月望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安排表”。 可以看见，整整一个
月，18 项志愿服务排得满满当当， 比如 7 月 11
日家风家训支队到桑梓社区提供未成年人心理
咨询、26 日理论宣讲支队到杨丰社区提供习近
平外交思想宣讲等， 对服务感兴趣的居民群众
可自行按时参加。

“‘金种子’行动以雷锋志愿服务项目为具
体落实方式。 ”望城区文明办主任蒋波介绍，望
城区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下
设理论宣讲、政策宣传、道德模范宣讲、文体服
务、生态环保、法律服务、科普科技服务、技能培

训服务、家风家训、关爱未成年人、爱心服务、健
康生活、雷锋百姓城管、党员志愿服务、青年志
愿服务 15 个支队，分别由区委宣传部、区农林
局等相关区直部门牵头负责， 各街镇组建志愿
服务大队，各村社组建志愿服务中队。 区文明办
制定志愿服务供给表派发给各支队， 搜集其能
提供的志愿服务内容； 制定需求表派发给各大
队、中队，请其提出需求项目；进行供需对接后，
做好每月志愿服务详细安排并公示， 力求为基
层群众提供有力、精准、有效的志愿服务。

据统计，截至 7 月底，全区组建 168 支志愿
服务队伍，登记备案志愿者达 30.5 万人，累计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近 3000
场次。

抓载体，线上线下文化之花处处开

“什么是好人？ 好人应该是当别人有困难的
时候，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帮他
一把，搭把手、出份力，给他们带去一份希望和
温暖，我觉得这就是好人。 ”7 月 24 日晚，一场
“我是雷锋故乡人”访谈在“望城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基层”月亮岛专场拉开帷幕。“中国好人”
陈金华，“湖南好人”佘军、张刚，以及望城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支队宣讲员刘璇， 围坐在
一起分享他们的“好人故事”、学雷锋心得体会
以及对“好人”涵义的理解。 同时，这场访谈通过
互联网进行直播，引起网友热议。

望城区在“金种子行动”中不断创新载体，
坚持“线上”和“线下”同步推进———

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金种子”微信矩阵，
分级建立区、 街镇、 村社、 党小组四级微信群
1040 个， 共有群成员 1.6 万人， 覆盖市民群众
50万人， 通过微信矩阵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信
息快速上传下达和宣传推介；

与湖南有线跨界合作， 试点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金种子行动”电视专栏，建设宣传群众、
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助推器；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金种子云”平台，群
众可线上了解各文明实践站所建设情况、 活动
开展和工作动态， 同时各站所上传的视频、图
像、文字、语音都自动导入云平台，助推实践活
动成为网络“爆款”。

与此同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法治文化、科
学文化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以群众更加喜闻
乐见的方式，直达群众心灵：雷锋图书馆不定期
组织“声动望城”同城诵读活动，免费提供音视
频资源，书迷们一同诵读《习近平用典》等书籍
或《离骚》等经典篇章，交流分享心得；区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派出“文艺轻骑兵”，在全区广场、
公园、大型商场、星级景区，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舞蹈艺术教学、革命人物故事讲述、
“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讴
歌党和祖国……“每周有戏、每月有约、四季欢
歌”，全年 500 多场文化活动，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凝聚起更扎实、更厚重、更持久的文化力量和
精神动力。

一种传承：
借势而为，社会资本倾情投入

雨花区由郊区蝶变而来，是“年轻”的新城
区，哪里来厚重文化？ 曾经，在挖掘整合长沙历
史文化之时，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2014 年， 雨花区提出打造全省首个大型
非遗展览展示馆。 在收到规划报告后，长沙市
相关部门的领导满脸疑惑：“我记得雨花区获
批的申报项目才 11 项， 这么薄弱的基础怎么
打造非遗馆？ ”

非遗项目从哪里找？雨花区的思路是搭建
一个平台，吸收、容纳全国乃至全球的非遗项
目展览展示。

钱从哪里来？ 雨花区采取政府和社会力量
合办，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此时，在
雨花区红星家具城做生意的郭存勇和妻
子邓运姣也在探索传统手工艺的传承，
这一思路与雨花区不谋而合，双方一
拍即合。

探索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红星家具城地处城郊结合部，城
市空间和品质差强人意。

怎么把人引到这里来？
这是重中之重。 2015年 11
月， 雨花区举办每年一度
的农博会。 有人提出，何不
借势把农博会的游客导流至
非遗馆？协调之难在于，一边是
“阳春白雪”的文化遗产不肯“沾
上泥土味”，一边是“下里巴人”的
农业满头雾水。 最后，雨花区高位协
调，统筹推进促成此事。

竹编、藤编、扎染、根雕……一个个
与农业相关的非遗技艺出现在农博会

上，非遗馆变身“网红”。
“文化的传承要‘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立

足本身远远不够。 雨花非遗馆建设之初就提出
‘天下非遗聚雨花’，这样的实践还在继续。 ”雨
花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馆聚集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59 个非遗项目， 开设了
31家非遗传习所，30余个非遗研学体验平台。

如果说， 传统文化是一本厚重而古老的书，
那么雨花区多年来在做的，是在热爱、保护它的
同时，用通俗的现代语言解读它、扩散它。

为此，雨花区不断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活动、“中华经典诵读进校园”等系列
活动，让经典文化浸润童心、助力成长。 2018
年，雨花区出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施方案》， 从政策层面强化湖湘文化遗产保

护、传统文化经典研究阐释、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交流平台建设等。

一片温情：
应势而动，民之所向政之所趋

唱一曲长沙花鼓戏，跳一支广场舞，来一
场自编自演自导的文艺演出，这成了雨花区人
常态化的文艺生活。

周末带着孩子逛一次“和 +”图书馆，来到
社区阅读室，与老友相聚神农茶都产业园的茶
室，雨花人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
生活。

———近年来，雨花区不断统筹建设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去年以来，依托“一圈两场三道”，
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阵地要建起来。 在街道、在社区、在乡村，
文化活动中心成为了居民“第二个家”。 在丰园
社区， 老居民赵旭乐呵呵地说：“如今政策真是
好，我们老年人不仅有地方娱乐，还有了自己
的文化组织，丰富生活和提升自身两不误。 ”据
了解，目前，雨花区已建成区级公共文化活动中
心 1 个，示范性街道（镇）文化站 13 个，以及多
个特色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人均拥有公共文体
设施面积超过 3平方米。

阵地要用起来。公共文化设施不能限于建
得美，更重要的是要让群众“走进来”，破解文
化阵地“热建”、“冷用”的怪状。 人才不断培育：
雨花区不断壮大公共文化体系人才队伍，成立
了书法家协会、 作家协会、 音乐家协会等；同
时， 每年举办公益培训班 2300 多场次， 惠民
23万多人。

活动要秀起来。 连续 5年举办“欢乐潇湘
品质长沙 幸福雨花”群众文艺汇演；连续 11

年举办“书香雨花”读书节……一个个老品牌
让居民享受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飞梦雨花”
文化艺术节、农民工春晚等活动，一个个由居
民主导的舞台，奏响群文欢腾的交响曲。

精品要多起来。 2018年，雨花区率先在长
沙市进行群众文化扶持奖励，2018 年度扶持
奖励金额近 200 万， 扶持奖励单位个人达 58
项次。 先后推出了《守望》《雨花亭》《妈妈的爱》
《半条被子》等精品力作，其中《半条被子》获第
27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剧本
征集优秀剧本奖（第一名）。

一条路径：
借势腾飞，产业与人文相得益彰

一座城市的高度， 不仅来自于林立的高
楼、耀眼的霓虹、繁华的街区，还取决于文化底
蕴的深度、文化产业的高度。

近年来，《长沙市雨花区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扶植奖励办法》出台，雨花区每年用于文化
产业扶植资金不少于千万元。 文化，已从幕后
走到前台，从为经济搭台唱戏转变为文化唱主
角。

“黄金线”一路吐芬芳：在湘府路黄金走廊
沿线，德思勤、汇艺文创中心等文化地标像一
条黄金带贯穿东西，文产项目恰似玉珠镶嵌；

“生态河”也是“财富河”：在圭塘河景观带，
依托“和 +”共享图书馆、宋旦汉字艺术博物馆
等传统文化辐射作用，文化与旅游激情相拥，撬
动文化产业升级转型的战略支点；

“大块头”抱团成为文产“助推器”：雨花经
开区组团、高铁片区组团、跳马组团、东塘组

团、高桥组团，统筹发展、形成合力，文化力量
喷薄而出；

鳞次栉比的高楼向天而立： 汇艺文创、长
沙广电、潇影大厦等专业楼宇，以楼聚产、以产
兴文，产业繁荣与城区特色交相辉映。

下一步， 雨花区将重点推进影视传媒、数
字出版、演艺娱乐等文化产业发展，支持重点
文化企业、文化项目发展。

沿着文化产业集聚带向东，无边美景在跳
马。

从郁郁葱葱的植物园，到清波荡漾的石燕
湖；从别具风情的民宿到舞台剧的打造，从绿
意盎然的夏天，到白雪皑皑的冬天……雨花区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奠定了文化旅游坚实的
基础。

传说中，关公与黄忠大战长沙之时，在千
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其赤兔马飞跃过涧，关羽
得以脱险，后重整旗鼓最终攻下了长沙。 这救
关羽性命的险涧，被人们命名为“跳马涧”。 这
一传说为雨花区跳马镇的发展添上浓厚文化
色彩。

此跃马过涧的遗址即位于石燕湖旅游区
的北大门处。 此地，一场《关公战长沙》情景剧
正酝酿启幕。 关公的忠勇，古时的长沙，硝烟四
起的三国……都将一一呈现。 在互动体验过程
中，游客还能时空穿越邂逅杂耍、花鼓戏、弹词
等经典长沙民俗，体味不一样的老长沙风味。

按照雨花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未来的跳
马镇将着力打造配套服务居民的慢生活旅游
圈。 未来，长株潭及周边市民可以在此领略万
亩四季花海的盛景，感受石燕湖、圭塘河秋水
共长天一色，还可以带上家人在跳马民宿里尽
情感受惬意慢生活。

雨润花开助助助腾腾腾飞飞飞

望城遍撒“金金金种种种子子子”

欧阳倩 吴 潇 陈文美 戴娟娟

长沙，圭塘河畔。
河水悠悠，从长沙市雨花区穿城而过，哺育百万民众；河水汤汤，千百年来，圭塘河以水波

为曲、桨帆为歌，在奔腾浩荡的历史长河里，沉淀出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
圭塘河畔，雨花区踏浪而行，非遗传承与保护热潮涌动，公共文化服务趋于完善，文化产

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曲曲文化之歌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便民、乐民、育民、富民，雨花区用文化自觉凝聚起向上的澎湃力量，刷新雨花高质量发展

的新高度。

谢 璐 封 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 ”，“把
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
地上。 ”

长沙市望城区是雷
锋的故乡， 也是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3
个省级试点县 （市 、区 ）
之一。 为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落地生根， 打通宣
传 、教育 、关心 、服务群
众的 “最后一公里”，今
年以来， 该区结合区域
特色， 大力组织实施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金种子行动”。 雷锋精
神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 “金种子 ”，正在这片
红色热土上生根、发芽、
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我是雷锋故乡人”网络访谈现场。

由群众自编自演自导的文化活动精彩迭出。

在 雨 花
区非遗馆，已搭

建了 30 余个非
遗 研 学 体 验 平
台。 图为学生体
验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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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锋 路
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金
种子广场”。

（本文图片由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本文图片由望城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