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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止步，传递阳光正能量
钉着塑料板的木质窗户， 全部更换为崭新的

玻璃钢窗，孩子们再也不畏惧寒风；
原本粗糙不平的操场，被重新平整硬化，成为

孩子们玩耍嬉戏的第二课堂；
崭新的图书角，尽是琳琅满目的新书，孩子们

可以尽情地遨游在知识海洋；
……
10月 25日，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基金会联合 40

余位来自武汉和郑州的爱心车主，以及经销商、员
工代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深入到湖北十堰青
山镇界山小学，为爱再出发。

山路曲折，爱不止步
“这是我走过的最艰难的路， 幸亏开的是奇

骏。 想不到这么偏僻的大山深处，竟然还有一所学
校，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这真是一次毕生
难忘的体验。 ” 这是奇骏车主李先生的感受，也道
出了这一爱心之旅的艰辛。

虽然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 但复杂的路况还
是把爱心车队所有成员吓了一大跳。“有一段施工
路段，一路尘土飞扬、泥沙碎石，路面颠簸不平，能
见度绝对不超过 5米。 我们车上一小姑娘，全程扶
着车把，脸都白了，还硬是把这段路坚持完。 ” 东风
日产武汉三环劲通专营店员工小付表示。

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了孩子们，
东风日产爱心车队成员硬是一声不
吭，扛下了旅程的所有艰辛。“这点困
难真不算什么，我们才走一次，孩子们
却经年累月地往返在这曲折的山路
上。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带我的孩子再
来一次， 让他看看同龄的孩子是如何
走过这艰难的山路，来上学的。 ” 车主
李先生表示。

感恩的心，感动你我
“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

吗？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如珍似宝地捧
着一本新书， 爱不释手。 而我们的孩
子，玩具都是 iPad、iPhone了。 ”现场，
车主陈小姐动情地说。 由于地处界山

山顶，界山小学常年遭受风雨侵蚀，每到冬天，只能
用塑料钉窗户为孩子们挡风御寒。 而学校里大部
分是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有些孩子甚至连一床
睡觉的褥子都没有。 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仍
处处能看出孩子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希望。

“孩子们真的非常懂事，虽然对我们的礼物充
满了渴望，但仍整齐有序地帮忙搬运物资。 我看到
一个一米不到的小孩，就帮着大哥哥姐姐递物资，
乖巧得让人心疼。 ” 东风日产志愿者孙绍南表示。

现场，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感恩的心》合唱
表演。 稚嫩的歌声，饱含着浓浓的谢意，萦绕在界
山小学的操场上。 不少爱心车队的成员还跟着孩
子们轻声哼唱。

“孩子的歌声纯真、质朴，却是我听过最美的
歌声。 ” 车主许先生由衷地感叹，“我们常常问：幸
福是什么？ 从界山小学回来，我想说幸福很简单，
就是热爱生活，学会感恩。 很感谢东风日产，让我
明白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爱的力量，因为点滴的
付出和累积，而伟大。 正如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
所说，“或许我们的力量是微弱的， 但只要爱不止
步，我们相信，东风日产‘阳光关爱’的队伍会越来
越壮大，大家的一点一滴关爱，都会累积成更大的
正能量，温暖更多的孩子。 ”

2013年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助教未来” 湖北站活动札记 东风标致 301 将于 11 月 19 日正式上市
11 月 19 日，“新生

代品质先锋中级车” 东
风标致 301 将于广州鲜
活上市。 面向新生代人
群，301 带来全球品质、
致雅设计、先锋配置三大
优势，倡导生活就要丰富
多彩，“活出味来” 。车如
其名，东风标致 301 致力
成为“30” 岁之前，人生第“1” 款车的最佳
选择。

301 的理想用户是一群意气风发的
“邻家大哥” ，他们对汽车的需求，就像他
们的生活态度，要足够可靠，能满足日常代
步的需求，还要有新鲜感，会给生活带来丰
富的色彩和滋味。东风标致 301的“全球品
质、致雅设计、先锋配置” ，正是对他们购车
需求的精准概括。 作为标致第一款量产化
车型， 301老爷车最早走上了现代化工业
生产模式。 以 301老爷车为起点，标致 3系
收获了全球 1200万用户的信赖。

东风标致 301 的外表大气俊朗， 自然
元素的融入塑造出返璞归真的效果， 不论
是“风中水滴”饱满的前机舱盖、 “风蚀雕

塑”流畅的线条、“涟漪光波”
灵动的尾灯， 还是 “流水环
绕” 柔和的座舱设计，都在继
承着标致独特设计元素的同
时，表现出放之四海皆准的美
感。

“先锋” 即为标杆，不论
空间、舒适、安全、便捷，东风
标致 301 均达到同级市场顶

级水准，以先锋配置带给“新生代人群” 新
鲜滋味。 301拥有 2652mm同级最大轴距，
真皮座椅、 电动天窗令超大空间充满顶级
舒适。安全性能方面， 301继承东风标致全
系 C-NCAP 五星坚固基因， 凭借 ESC 电
子稳定系统、4安全气囊打造救生舱级安全
防护。

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系统， 定速巡
航、限速功能，更以超越市场水平的科技水
准，创造充满愉悦与满足的便捷驾驶环境。

重塑经典，“活出味来” 。东风标致 301
传承标致 3 系基因的延续， 并用诚意融入
新生代人群的生活态度，“新生代品质先锋
中级车” 宣告入门中级车市场将诞生新势
力———新生代即将正式登场。

新生代品质先锋中级车

雅培第十次入选美国《科学》杂志最佳雇主榜单
近日，雅培再次荣膺美国《科学》杂志

最佳雇主称号。 这是《科学》杂志 2003 年
开始此项评选后，雅培第十次获得殊荣。

雅培在今年总排行榜中位列第十八，
在“社会责任” 和“员工忠诚度” 方面获得
了很高的评分。 每年，《科学》杂志会对全
球知名公司的科研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
并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评选出最佳雇主。
2013 年 10 月 25 日的《科学》杂志及其官
网上，发布了这次完整的排行榜单。

雅培科学理事会联合主席 Robert� H.
Miller 博士表示：“雅培首先是一个科学驱
动型公司，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能获得科

学界的认可，我们深感荣幸。 ”雅培科学理
事会管理公司 700多名科学家。“通过尖端
前沿科学的研究，创造力激发和团队合作，
我们的科学家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 正因
为如此， 我们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医疗保
健服务。 ”

通过培训， 指导， 合作团队和拓展项
目， 雅培的科学家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事业
上获得成功、 引领团队共同成长进步。 另
外，雅培公司内部还设立了一系列奖项，旨
在公司内部表彰员工在科研上的卓越表现
及其对公司的贡献，这些奖项包括主席奖、
总裁奖、专利 /发明人奖等。孩子们为阳光关爱基金会代表献上红领巾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 徐守盛讲话 杜家毫出席 孙金龙主持

壮大正面声音，敢于开展网络舆论斗争

●不论形势如何变化，宣传思
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始终不能丢

徐守盛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 是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
想工作的行动指南， 全省宣传思
想战线要在全面学习、 深入领会
的基础上，把握好“能否做好意识
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
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
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定位；把握好
宣传思想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把握好
意识形态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基本职责；把握好宣传思
想工作“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 必须坚持党管宣
传、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必须坚
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
责”的基本遵循。

徐守盛指出， 必须以全局视
野和战略眼光把握宣传思想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 切实做到越是形
势发展，越要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不论形势如何变化， 宣传思想工
作这个政治优势始终不能丢，必
须站在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
基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维护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的高度， 把宣传思想工作摆上
更加重要的位置。

把宣传思想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关
键是弘扬主旋律、 坚守主阵
地、集聚正能量

徐守盛要求，大宣传必须
顺应大趋势、 服务大发展。要
强化大局意识，贴紧我省实施
“四化两型”总战略、推进“两个
加快”总任务、实现“三量齐升”
总要求和转方式、 调结构、建
两型的大局。要更加自觉地树
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坚持把工作重心聚焦到经济
建设上来，把工作触角延伸到
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去。要善
于把握大势，着力宣传好我省

在科学发展的快车道上加油
提速的大势、全面小康建设实
现程度“快于全国、领先中部”
的来势、我省两型社会改革由
试点向全省纵深推进的趋势，
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我
省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要善于抓大事， 在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
实践中， 紧扣省委省政府工作
重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难点、
全省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来开
展宣传思想工作。

徐守盛强调， 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关键是弘扬主旋律、坚
守主阵地、集聚正能量。要高举

马克思主义旗帜， 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要加强主流舆
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加强思
想理论阵地、文化艺术阵地、高
校和党校理论教学阵地的建设
和管理， 把做好网上舆论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 壮大我省网上
正面声音， 敢于开展网络舆论
斗争； 要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
作，积极、健康、客观公正的舆论
监督是我们直面问题、推进工作
的重要镜鉴；要大力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充分挖掘我省的
精神文化资源，大力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把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本报11月15日讯
今天上午， 全省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宣传思想工
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会上发表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出席。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主持会议，省领导郭开朗、韩永文、
易炼红、于来山、李友志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作工作报告。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

●不重视、 不善做宣传思
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不是一名合
格称职的领导干部

徐守盛说，不重视、不善做
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不是
一名合格称职的领导干部。全
省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要求，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特别是各
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把宣传
思想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 要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
的正确导向， 切实做到在原则

问题上敢于坚守， 在大是大非
问题上敢于发声， 在思想交锋
中敢于亮剑。要重点推进理念、
手段和基层工作创新， 认真把
握客观规律，树立底线思维，科
学把握“时、度、效”。要努力推
进宣传思想部门干部队伍建
设， 不断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
投入力度。

许又声要求， 要坚定理想
信念，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牢
牢掌握领导权， 切实加强意识
形态领域的正确引导和有效管

理； 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广泛集聚推进“四化两型”、
实现“两个加快”、促进“三量齐
升”的正能量；进一步提高公民
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 着力增强湖湘文
化整体实力， 加快推进文化改
革发展； 围绕树立湖南良好形
象， 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和文
化交流； 抓住网上舆论工作这
个重中之重， 大力提高互联网
建设和管理水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张颐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