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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新邵县委宣传部提供

杨博智 陈仕球 肖山河 周明星

在湖南的地理几何中心，巍巍百里

龙山之下，一脉资江从新邵蜿蜒而过，贯

穿县境54公里，流经县城时，形成八个

洲滩湿地，串起一派灵动秀美的风光，新

邵也因此而得名“八洲之城，湖南之心”。

这片热土，正在蝶变。2019年4月

16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经过实地检查和

第三方实地评估，新邵县符合贫困县退

出条件，同意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虽

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新邵县委、县政

府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行征途

上，却从未停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包括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创新驱动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

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

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等在内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规划和设计了未来

美好生活的宏伟蓝图。

在这张蓝图里，“抓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关键词引人注目，它为向着

伟大目标不断前行的我们提供了坚强的

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

德滋养。

从这一关键词出发，新邵县委、县政

府以大力推进社会公德主题

教育为抓手，创新引领、协调

发展、多措并举，在

地理上的“湖南之

心”，竭力打造社会

公德主题教

育这一“文明

之芯”，推动

这片热土继

续向前。

11月29日，天还下着毛毛细雨，新邵县
坪上镇朗概山上，百余名村民义工们正挥着
锄头、挑着灰桶，热火朝天地修着通往山顶
的游步道，挖土声、吆喝声和欢笑声交织在
一起，奏出一支满载希望的“幸福曲”。

今年9月，朗概山村召集党员、群众代表
举行发展村级经济的大讨论，定下“生态美
村、旅游兴村”发展战略，决定修建朗概山健
身道、索道、玻璃滑道等项目。项目建设的
钱哪里来？党员、组长、群众自发筹资！健
身道谁来修？党员、组长、群众义务出工！

踊跃捐资建设、挥汗义务出工，中新社
以《扁担挑出游步道，公德浇开幸福花》为
题，专门报道了这一幕新风。它的背后，既
是朗概山村民热心公益良好村风的体现，更
是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充分彰显。

2018 年 4 月，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在部
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新邵县委、县政
府同时开始在全县大力推进社会公德教
育。“我们就是要通过在全县大力推进社会
公德主题教育，让困难的群众好起来、让脏
乱的环境美起来、让紧张的邻里和起来、让
松散的村民聚起来、让沉寂的农村活起来、
让辛劳的干部乐起来。”新邵县委书记阳晓
华连用了六个“起来”，向笔者介绍了这一做
法。

“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
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就明确指出，“我们
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改
进方式和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
机活力。”

不搞面面俱到，不搞大而全，着力解决
当前最直接、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一年
多以来，像朗概山村这种“兴公益”而“引领
风气之先”的做法，在新邵县的大小村落遍
地开花，通过社会公德主题教育引领风气之
先的，还有“抓乡风”、“治脏乱”、“倡和谐”等
多种举措。

引领风气之先，是不断移风易俗。巨口
铺镇李阳村村民黄聪妹九十大寿时，把子女
们送给她的1.1万元全部捐给村里修路。小
塘镇渡头桥村村民王向阳妻子去世，村红白

喜事理事会全程操办丧事，做到移风易俗、
丧事简办，总共只花费2.8万元。

引领风气之先，是处处文明新风。“现在
哪家有红白喜事，都是村干部去当家，严禁
铺张浪费，也不放鞭炮。”时任寸石镇镇长李
丁告诉笔者，现在公德教育在寸石镇的群众
参与度很高，每个村都有好点子，成效也很
显著，该镇乡村环境排名全县第一，更作为
先进典型在全市乡村环境卫生专项会议上
介绍经验。

引领风气之先，是遍开公德之花。近年
来，新邵县组织道德模范和文艺轻骑兵，深
入农村(社区)进行“公德教育巡演”，并在县
城大街小巷和各乡镇、各村(社区)组主要道
路两旁制作公德文化墙。与此同时该县广
播电视台、县新媒体中心设立公德教育专
栏、专版和专题，集中宣传社会公德主题教
育的重大成就和突出典型。“忽如一夜春风
来，公德之花遍地开”。

6月18日上午，试运行1个月的新
邵县潭溪镇玄本村“公德银行”+“公德
超市”正式揭牌。

通过保护环境、清洁家园，革除陋
习、移风易俗，遵规守法、弘扬美德，积
极配合、助力脱贫，无私奉献、志愿服务
五大方面进行评比，量化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家庭为单位，对全
体村民进行积分考核，根据排名授予月
度公德之星、年度公德之星，累积的积
分还能在“公德超市”兑换相应奖品，这
一创新做法，一时间掀起了村民们做好
事、助公益，比拼竞赛的热潮。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这正是新邵
县在推进社会公德主题教育的创新形
式，旨在以典型引路补“精神之钙”。先
后到新邵调研指导的中央第十三巡视
组组长李炎溪，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中央改革办副主任张季对新邵在农
村开展的社会公德主题教育给予充分
肯定。

“开展社会公德主题教育是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
现农村有效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的有益尝试。”

中共新邵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汤先梧介
绍，自去年以来，新邵县努力探索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乡风新不新、
环境美不美、邻里和不和、公益为不为”
为切入点，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他看来，之所以能形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群众满意、社会认同的

“新邵经验”，关键是新邵做活了公德教
育的这道“算术题”。

文明实践做“加法”。在大力推进
公德教育的基础上，新邵广泛开展“四
会”“四评”“四同”活动。以文明节俭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为突破口，倡树农村文
明新风，在全县413个村（社区）全部建
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会、红白理事会；在县、乡、村三级分别
开展“平安家庭”“文明卫生家庭”“勤劳
致富家庭”“道德模范”等“四项评比”活
动，以身边人教育身边人；推行干部深
入到村“四同”行动，与群众一起干农
活、一起搞卫生、一起吃住、一起拉家常

“四个一起”行动，拉近了干群距离，融
洽了干群感情。

解决问题做“减法”。面对问题减

少“图形式”，从当前最直接、最现实的
问题抓起，敢于面对问题，及时解决问
题，不图形式，不走过场，把问题清单一
一销号；加强教育减少“普通话”，不装
腔作势，不讲空话套话等“普通话”，和
群众“拉家常”，不搞大排场的“动员大
会”，用院落会、田间地头座谈会、一对
一上门恳谈会等形式，让群众愿意听、
听得懂，记得住；改进作风减少“做虚
功”，以改进干部作风为主轴，不做虚
功，讲求实效。

讲求实效做“乘法”。一是乡风倍
新，原来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现在
铺张浪费的现象明显少了；二是环境倍
美，原来走进农家“难以落脚”，现在村
村旧貌换新颜，家家洁净迎笑脸，实现
了农村面貌美丽“蝶变”；三是素质倍
增，玩手机打麻将的越来越少了，跳广
场舞、打太极拳、热心公益的人越来越
多了，农村群众的素质提升了，党群干
群关系明显回归了。

聚焦农村宣传思想文化，扎实开展
公德教育，新邵县探索出一条建设新时
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色路径。

11 月 25 日，新邵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历贤到迎光乡督查“四个考核到村”落
实情况，调研中，他特别叮嘱，“要扎实开
展公德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振
兴乡村，向美丽乡村快步前进。”

今年以来，新邵县以脱贫攻坚工作
为总抓手，统揽扶贫工作、社会公德教
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访稳定四项工
作，建立了“四个考核到村”工作体系，作
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贯穿全年各项
工作。

在新邵，社会公德主题教育已成为
各项工作的“加速器”和“粘合剂”，共同
凝聚出推动这片热土前行的磅礴之力。

“我们社区卫生基础设施差，建议先
把旱厕全部拆掉。”“对乱扔垃圾的，社区
要进行曝光……”今年 7 月底的一个晚
上，新邵县委书记阳晓华来到酿溪镇大
塘社区老屋塘院子，召开卫生和公德方
面的“院落会议”，居民们抢着发言。阳

晓华一一记下，并现场
予以答复。

去 年 以 来 ，新 邵

县把召开“院落会议”作为听取群众意
见、解决群众诉求、融洽干群关系的重
要举措来抓，由县级领导挂帅，组织
1000余名联村（社区）干部吃住在村（社
区），与群众一起干农活、一起拉家常，
还经常召开“院落会议”，研究、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由于接地气、重实效，“院落会议”成
为听民意、解民难、聚民心的重要渠道。
据悉，“院落会议”在新邵县413个村（社
区）已实现全覆盖，共收集意见建议3600
余条，帮助解决问题2800余个。

“四个考核到村”“院落会议”只是该
县以社会公德教育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的一个缩影。

一年多来，新邵县围绕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该县社会公德
主题教育打造成为全省新时代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张品牌、一大亮点。

通过组建得力队伍，让党员干部实
实在在沉入基层，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
劳动，特别是到上访户、意见户、矛盾户
的家中去拉家常、理情绪、解矛盾，化解

不良情绪，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党
群干群鱼水情的现象在农村甚至在一些
过去的矛盾村又重新出现。

通过建强基层组织，对软弱涣散党
组织采取拿一套整顿方案、定一名联点
领导、派一支工作队伍、配一名第一书
记、选一批帮扶项目、建一个坚强班子

“六个一”措施，该县51个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已经全部整顿到位，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以大力推进社会公德主题教育为契
机，建立完善村级服务平台，彰显了村级
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行县委主要
负责人和分管县级领导一对一牵头包
案，真正把政策讲透、道理讲清、事实讲
明，积极化解信访矛盾。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被评为全国法
治县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湖南省综治工
作先进县、湖南省平安县创建示范单位，
连续11年保持“全省平安县”称号。

乡风和美，处处新风，德馥秋兰。社
会公德主题教育已在新邵的土地上遍开
鲜花，合成前行之力，共绘韶华新境。

筑建精神之魂

凝聚前行之力

引领风气之先

新邵县迎光乡开
展公德教育流动讲堂
活动。

新邵县坪上镇朗概
山村冒着小雨出义务工
的“扁担军”，支持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

县委书记阳晓华
主持召开院落会议。

新邵县太芝庙镇新马
岭村组织群众参与的公德
教育文艺汇演。

新邵县新田铺镇村
民正在认真学习公德教
育宣传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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