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龙文
泱）今天，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推选
活动在长沙启动，推选通道同步开启。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
信办、省文旅厅主办，是湖南省第八届
网络文化节的重要主体活动之一，包
括组织申报、初步遴选、大众投票、专
家评审、审定公示、颁奖授牌等环节，
将持续至2020年初。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凡是湖南省
内与文化旅游相关，具有代表性、 知
名度的地理标志物， 包括自然标志
物、 人文建筑物等皆可参加申报。 每
个景区、 街区、 园区等， 仅限1个地

标参选。 参选地标既要有文化内涵，
又要面向公众开放。 2018年首批湖南
十大文化地标获评单位不再参与推
选。

各市州、县（市、区）文化旅游管理部
门组织申报。 参选的文旅地标需提供15
分钟以内、 分辨率1280×720px以上的
视频介绍；1500字以内的文字介绍，包
含文化研究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
品牌价值等4个方面的阐述；5至10张大
小在1MB以上的照片，并配图片说明。

大众投票通道为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官方网站、“文旅湖南” 微信公众
号、时刻新闻客户端、红网。

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推选活动启动

� � � � 11月12日，怀化市洪江古商城，研学旅行的学生看到导师用戥秤称中药材，
颇感新奇。 近年，洪江古商城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研学旅行精品
课程和线路，受到众多中小学生的欢迎。 今年1月至10月，景区研学旅行客流量
已达8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许鑫烽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换上白大褂、戴上橡胶手套，再穿
上防尘鞋套，省档案馆征收保管部副主
任马宁文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工作：档案
库房安全检查。

从第2层到第13层，每间档案库房
她都要走一走、看一看：库房里的温度
湿度是否合适？查阅完的档案是否及时
入库？ 马宁文像一位无微不至的母亲，
细心照料着“档案宝宝”的日常起居。

1988年进入省档案馆工作， 二十
五年钉在征收保管部， 今年52岁的马
宁文一大半的人生时光都“泡”在了档
案里。有人说档案工作整天和泛黄的纸
张打交道，非常枯燥乏味。 但马宁文却
从中品出了不同的味道：“我的母亲也
是一位档案人，从小我就跟着她在单位
加班。当看着一堆堆故纸经过母亲的手
后变成一个个规整的黄盒子，我觉得很
神奇。 ”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马宁文在读
大学的时候毅然选择了档案专业，这一
干就是31年。

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20余万卷，都
是经过各单位整理人员精心整理后，方
能接收入库保管。 整理工作看似简单，
但每一个整理细节、每一个流程都不可
代替、不能省略。 每一份文件都要进行
鉴定、分类、整理、编目、编页号、装订等
流程，每个流程必须要精雕细琢，精益
求精， 才能达到规范标准的整理要求。
每当有整理任务时，为了尽快完成工作
任务，她常常在整理室一呆就是几个小
时。 许多老旧的档案上满是霉菌和灰
尘，接触的时间长了，双手总是会瘙痒、
起水泡甚至脱皮。

库房管理还是体力活，打扫库房卫
生、搬卷运卷、消毒上架……马宁文每
天无数次弯腰搬档案、无数次摇动密集
架，常常累得腰酸背痛。 就是在这样的
工作环境下， 马宁文和同事们守护着
120万卷档案，做到家底清楚，管理规
范，确保每一份档案的绝对安全。

每逢下雨是马宁文最担心的时刻，
她记挂着库房的档案。她总要亲自到每
一间库房里转一圈，查看有没有渗水或
泛潮现象。

2017年6月的一个休息日，长沙下
着暴雨，正在父母家陪伴老人的马宁文
在单位QQ群里看到了一组照片： 档案
馆外的马路下水道发生倒灌，水已经齐
小腿肚深。 担心库房渗水，马宁文立即
打电话叫来姐姐照顾爸妈，自己坐着公
交车就往单位赶。

车开到半路， 由于路面积水太深，

公交车不能前行。 马宁文下车蹚着水，
艰难地步行至单位， 却发现受涨水影
响，办公楼的电梯关闭了电源总闸。 马
宁文又一层层楼爬上去，待她仔细查看
完11层库房的所有走廊和墙面时，早已
累得一身汗。

迄今为止，经马宁文整理过的档案
到底有多少，她自己也没有统计过。 但
若要问她馆藏档案的种类、数量、存放
位置、基本内容，她张口就能报出来。同
事们夸她是单位的“活电脑”，马宁文腼
腆地笑着回应：“每天接触这些档案，熟
悉得很呢。 ”

随着社会各界对档案需求的不断
增大，马宁文和同事们的工作也越来越
忙碌。 据统计，每年来省档案馆查档的
人数近5000人次， 需调卷2万余卷，加
上内部工作调卷，每年需从库房调卷近
5万卷，工作量相当大。为了把档案工作
推上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马宁文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尝试。

这两年来， 随着馆藏档案量的增
多，库房严重告急，新接收的档案没地
方放，怎么办？马宁文二话没说，一头钻
进了库房。 哪里还能挤一挤？ 如何优化
排列组合？她对库房档案密集架的可放
容量进行一次大摸底， 并经过科学分
析和调整， 制定了库房档案存放位置
的办法。 她又亲自带头组织力量， 分
期分批调整了部分档案和资料的存放
位置， 最大限度地利用档案密集架的
空间， 确保了新接收的万余卷档案顺
利入库。 她结合工作实际为建立科学
完善的库房管理体制积极建言献策，
在馆内建成智能化档案管理、 环境管
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等功能的智能
型库房，未来还会将二维码技术运用到
档案管理中。

工作之余，她结合工作实际，就档案
数字化新形势下档案整理与编目工作面
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撰写了《档案数字
化前整理编目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
究》等多篇论文；她参与的《档案库房微
生物以及有害气体对档案载体和人体健
康影响研究》项目成果成为全国“两会”
提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没有惊天动地,只有默守初心。 31
年来，马宁文甘守兰台，与青灯黄卷为
伴，在档案室的一方天地中追求精益求
精， 在一卷卷档案整理中挥洒时光汗
水。“‘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是档案人的使命，对于我来说，把每一
份档案整理好，就是担当；把每一份档
案守护好，就是作为。 ”采访结束时，马
宁文朴素的两句话，道出了一名普通档
案人的责任和坚守。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铁伟）今天，记者从长沙市水利局获悉，水
利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示范河湖建设， 长沙
市浏阳河入选全国首批17个示范河湖建设名
单，是我省这次唯一入选河湖。

建设全国示范河湖， 旨在形成治水效果明
显、管护机制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一批典型，
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全面转向“有实”，
持续改善河湖面貌。 示范建设工作拟用1年左右
时间，通过实施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建设一批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范河湖。

据了解，长沙市水利部门将按照“责任体
系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基础工作扎实、管理
保护规范、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严格、河湖管护
成效明显” 的标准， 于今年11到12月编制方
案，2020年1到10月组织实施浏阳河示范河
湖建设。对通过验收的示范河湖，水利部将在
全国范围内予以公布，并通过报、刊、网等多
种媒介进行宣传推广，供各地参考借鉴。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彭艺）
近日，省委宣传部通报了对省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
研机构的考评情况。 通报表明，我省自
2016年3月开展重点“马院”和“机构”
建设以来，各相关高校坚持教学教育和
研究宣传“两手抓两手都硬”，在思政理
论课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
咨询服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守正创新，实施新举措，建立
新格局。三年来，12个重点“马院”和“机
构”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出台
《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决
定》等系列文件，强调把思政理论课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
等“三个重点”纳入学校发展规划，进行
重点建设。 并且，所在高校都成立了以
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马院建设领导机
构。形成了领导带头、部门配合、教师发
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

学科建设全面推进，社科研究成果
丰硕。3年来，12个重点“马院”和“机构”
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大众
化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学术研究，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2项，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奖22项，承担了121个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和554个省级社科项目研究任务，在
中央“三报一刊”和重点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1012篇， 有90篇论文被《新华文
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
著、主编教材366部，开发省级在线开放
课程和精品课程32种。

队伍建设力度加大，教学管理有声
有色。 经过三年来的“深耕细作”，省重
点“马院”和“机构”教学魅力开始凸显，
学科实力不断增强， 理论宣传广受好
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为有位。 其
中，最基本的经验是，所在高校党委高
度重视和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为重点
“马院”和“机构”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
障。最主要的成效是，重点“马院”和“机
构” 的教学科研队伍既有量上的大增
长，又有质上的大提高。据统计，12个重
点“马院”和“机构”三年多来共引进教
授16名、博士123名，显示出较强的发
展后劲。 此外，各重点“马院”和“机构”
都把开展理论宣传和决策咨询作为重
要任务，鼓励教师“走出去”开展社会服
务。

在高校高扬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浏阳河入选全国首批
示范河湖建设名单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王梅 通讯员 李英姿 陈润）日前，衡阳市召开
视频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

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说，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所作
的工作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全面系统
总结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重要成
就，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实事求是、催人奋进。
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一篇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宣言书，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提
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强的制度保障。

衡阳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精心组织
好传达学习，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与正
在进行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 纳入理论中心组、 支部“三
会一课”、 干部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组织开展
各种形式的学习研讨、 专题培训， 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推动全会精
神入脑入心见行， 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治理能

力和运用制度干事创业的能力。
同时， 衡阳市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为动

力，抓紧对照年初目标，仔细盘点、认真对账、
查漏补缺、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各项
工作。 将出台《关于加快工业重点优势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一系列产业推进方案，推动产业
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 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以必胜信念推进创文创卫，尽心尽力守住
民生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提前谋
划明年工作和“十四五”规划编制，牢牢把握工
作主动权。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肖军）11月8
日，怀化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
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全会《决定》通篇
贯穿着坚定自信、坚守根本、改革创新的精神，
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
宣言和行动纲领。

怀化市委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迅速组织开

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活动，
纳入理论中心组学习、 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
容，原原本本学习研读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
告和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要准确领会全会
《决定》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推动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在怀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聚焦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努力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切
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连日来，怀化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机关带头学习，推动全市上下迅速掀
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全市各
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对象化、 互动化宣讲。 11月
11日， 中方县举办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知
识抢答赛， 来自城乡基层单位的5支队伍参加首
轮比赛。 溆浦县委推动全会精神进农村、 进企
业、 进机关、 进校园、 进社区。 该县卢峰镇屈
原社区党支部书记田显腊参加学习后， 深有感
触地说：“要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必须抓好社区管
理。 要发挥网格化的渗透力， 实时掌握情况，
拉近政府与百姓、 企业的距离， 真正把社区打
造成为老百姓共同的幸福家园。 ”

为“中国之治”
贡献湖南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衡阳：

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能力

怀化：

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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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黄卷”的坚守
———记省档案馆征收保管部副主任马宁文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基地概况】

夏明翰故居位于衡阳市衡阳县洪市镇明翰
村，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80余年，是
夏明翰烈士的成长地。

2005年，中央、省、市、县筹集专项经费对夏
明翰故居进行了整体维修。 故居内陈列着夏明
翰烈士的诗稿等近400件文物， 还收集了郭沫
若、 何叔衡等知名人士为夏明翰题写的挽联和
诗词，展现了夏明翰烈士光辉、革命的一生。 如
今， 夏明翰故居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省级红色旅游景区。

【藏品故事】

夏明翰烈士的3封家书
在夏明翰故居里，展柜里陈列的3封家书引

人注目， 这是夏明翰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后在监狱中写下的。

1928年初，夏明翰被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
湖北省委常委。 同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他
不幸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在狱中，敌人
对夏明翰施以酷刑，劝他投降，但被严厉拒绝。
夏明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便用敌人
扔给他的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 妻子和姐姐写
了诀别信。

在给母亲的信中， 夏明翰写道：“亲爱的妈
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血口蒙了眼，别用
泪水送儿离人间。 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
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

在给妻子的信中， 夏明翰写道：“我一生无
愁无泪无私念， 你切莫悲悲泣泣泪涟涟。 张眼
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 抛头颅、洒热
血，明翰早已视等闲。 ”

在给大姐的信中， 夏明翰写道：“我一生无
憾事,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
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 ”

3封家书，饱含着夏明翰对家人的思念和期

望，也彰显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时年28岁。 临行前，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
《就义诗》， 集中体现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的坚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通讯员 龙寒丽
王田锐 整理）

———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夏明翰故居：

信仰不朽 精神永存

� � � �夏明翰给母亲、妻子的遗书。（资料图片）

� � � � 2018年4月14日， 衡阳县洪市镇明翰村， 夏明翰故居。 通讯员 摄

� � � � 夏明翰给大姐和外甥女的遗
书。（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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