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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海南省第二届（2015）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安排表

指导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活动主题：共享社会科学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社科联 海南省社科院 活动时间：2015年11月15日—12月15日 总联络人：罗老师；联系电话：65256059

活动名称
专 题 研 讨

1.海南社科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研讨会
2.中华海洋文化论坛（2015·海南）

高 端 讲 坛

高端讲坛

知 识 竞 赛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有
奖知识竞赛

大 型 咨 询

大型义务咨询活动

理 论 宣 讲

1.国际旅游岛讲坛宣讲
（共3场）

2.琼州学堂全省巡讲
（共8场）

3.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宣讲

行 走 市 县

1.社科专“昌江行”
主场活动

2.社科专家“万宁行”
专场活动

3.社科专家“屯昌行”
专场活动

文 化 普 及

1.省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南人文之
光”系列选题讲座（共11场）

2.“传承、展示、服务”——博物馆文化进
校园活动

3．普及海南地方文化

4．弘扬红色精神 激发爱国热情——
红色爱国教育活动

5．“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明新风”社科
普及活动

6．2015年第三届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保护同盟年会

7.“红色娘子军精神下乡传颂”活动

8.海南革命英烈图片展

9.“传播传统文化·普及海洋知识”社科
普及活动

10.纪念孙中山宋庆龄革命生涯图片展

11.“文化新民·落笔书香”社科普及活动

12.“弘扬先进文化 拥抱智慧生活”社
科普及活动
13.“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送书活动

14.“全民悦读·社会书屋”读书沙龙活动

拓 展 活 动

1.社科普及·2015青年创业智本助力季

2.社科普及60秒——行进海口 科学
带动美好生活

3.《海底生命》——海洋珊瑚礁生态展

4.“学礼仪，促双创”进社区宣教活动

5.心理健康进校园活动

活 动 内 容

组织省内权威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研讨

与台湾海洋大学共同举办，围绕“东海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复兴”主题进行研讨

“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趋势与经济增长前景
主讲人：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与海南日报社联合主办，竞赛试题在海南日报、国际旅游岛商报、南海网、海南社会科学网等媒体和平台
上发布，对优胜者给予奖励

邀请60余位社科专家学者对百姓关心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现场开展咨询服务，现场发放有关宣传
资料和普及资料

解读五中全会公报——“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
主讲人：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文化解读
主讲人：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大时代——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
主讲人：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三五”全面小康的决战决胜阶段
主讲人：祁亚辉（省社科院副院长、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琼山“十三五”跨越式发展
主讲人：陈小华（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琼海市委常委〈挂职〉）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问题
主讲人：宋明翰（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战略与海南担当
主讲人：李仁君（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与琼崖革命
主讲人：赵康太（海南省社科联〈院〉党组书记、主席、院长，教授）
解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主讲人：省纪委（待定）

“解读十三五”主题讲座
主讲人：李超超（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邀请社科专家到石碌镇举办乡村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讲座

“科普进校园”活动：邀请社科专家到昌江中学、矿区中学举办科普知识专题讲座

大型社会科学义务咨询活动：利用“12.4”法制宣传日，组织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就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法
律纠纷、医疗保健等问题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材料等

“科普进乡村”巡回展：组织制作科普知识展板深入各乡镇进行巡回展出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巡回宣讲

“我的中国梦”专题报告会

开展“宣传社会科学，为群众解忧”义务咨询活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讲活动：邀请宣讲团成员为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专题讲座；成立专门宣讲
团赴乡镇、县级机关及学校开展宣讲
开展基层农村文化活动：由县文明办、县文联牵头，组织各文艺队、琼剧团深入8个乡镇开展8场琼剧、
广场舞等演出
开展家风家教活动：在全县各机关、村镇开展“立家训·树家风”等10场家风家教活动
举办全县社科知识有奖竞赛活动
社科知识普及主题宣传活动：利用各级媒体、合作客户端等，全面宣传社科专家“屯昌行”专场活动

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
主讲人：张朔人（海南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道家巨擘，海南诗仙——白玉蟾的传奇人生
主讲人：刘亮（海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遇见你》读者见面会
主讲人：敬一丹（央视著名主持人）
美军舰闯南海后的局势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主讲人：沈世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儒家思想与城市文明建设
主讲人：秦武（海南省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东方市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儒家重学的传统
主讲人：汪韶军（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树皮布的源流与传承
主讲人：罗文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业务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打柴舞的源流与传承
主讲人：高泽强（南海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青年创业法律法规常识
主讲人：冯春萍（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创业与人文素质
主讲人：阮忠（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师大教授）
跨文化之旅（美、泰、韩文化掠影）
主讲人：王宏海（三亚市社科联副主席、三亚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利用博物馆文物、图片、视频资料，由海南省博物馆资深讲解员为高校学生讲解海南历史文化、风土人
情、自然风光

黎锦纺织培训：从认知工具、坐姿开始零基础起步，逐步学习掌握黎锦的各种绕线及织法
竹竿舞教学：让师生学习掌握黎族传统竹竿舞的音乐节拍、跳跃步伐及队形变换，进而了解黎族相关风
俗知识

参观白沙起义纪念碑（园），邀请专家现场教学，开展观后感征文比赛活动

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以图画版面和实物展示的形式，展示海南的
国家级、省级、市级18个“非遗”项目

邀请全国50个历史文化名街的代表齐聚海口骑楼老街，建立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同盟活动基地

下乡进行表演，传颂红色娘子军精神

展出图片

向博物馆参观者和周边中小学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发放《黎族传统文化》、《海洋知识》、《弟子规》等各类
小册子；举办“非遗在我家”讨论交流会2场，现场请黎锦协会学生表演织锦、剪纸和演奏黎族乐器

与广东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共同举办纪念孙中山宋庆龄革命生涯图片展

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骑行分享会。邀请骆韶魁（海南凡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分享人生感悟
推广“书香飘天涯”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好书、好文和相关科普知识
举办“聆听你的声音”征文比赛
举办“落笔有声”演讲比赛
举办“思辨筑美梦，巧论展英风”辩论赛
在“东坡私塾”举办学堂教育活动，通过背诵、学习东坡优秀诗词名篇，怀古促今；制作、印刷“生活科普小
知识宣传单”，向广大游客发放
到海口辖区3个乡镇赠送纸质图书

海南大学青年励志协会指导老师符江做“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年成才”沙龙活动

邀请海南省老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海南革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海口丘（濬）海（瑞）研究会会长李养国做
2场“海南历史文化的热点与亮点”沙龙活动
邀请海南省民族管弦乐团团长陈明建做“少年音乐教育与才智启发”沙龙活动
邀请中国钢琴教育联盟会会长、海口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林羿做“钢琴艺术欣赏”沙龙活动

举办“社科普及·青年创业智本助力季”主题书展
举办“社科普及·我的创业宝典”微荐书大赛：以新浪微博为平台，开展学生关于创业主题的图书推荐活
动，学生在有限字数内推荐图书并附原创推荐语录，活动评选“创业智本家”

“社科普及·创业宝典推荐榜”展览：根据前期的微荐书大赛，总结“社科普及·创业宝典推荐榜”，在图书
馆主页、微博等平台展示，同时在校园内设置荐书活动展板
举办“创业智本谈”活动和表彰大会

借助微视频的手段，深入挖掘海口行进创优中的亮点、成效，全面展示生活中的新气象、新变化

摄影展出图片100幅，分为海洋生物类及人与海洋类。通过大量精美的海底生态图片展示，宣传海洋生
态保护的重要性
分别在龙华区、美兰区、秀英区、琼山区各举办1场活动，现场开展礼仪规范操、歌舞乐器演奏、有奖知识
问答、人际交往与礼仪规范宣讲等活动

邀请岳筱雯（海南医学院医学心理教研室主任、教授；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海南省社会
心理学会会长）做心理健康讲座

邀请张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催眠保健咨询师、海南省社会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在海口市第十一
小学做“家长如何和孩子相处”讲座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导向与形成、良好人格的形成与发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孩子一起成长、
中华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花季从这里开始等主题开展健康讲座，并对个别心理问题进行咨询与辅导

活动时间

11月23日（星期一）9:00—12:00

11月26日—28日

11月21日（星期六）9:00—11:30

11月15日—12月15日

12月6日（星期日）9:30—16:30

12月7日（星期一）15：00-17:30

12月15日（星期二）9:00—11:00

12月22日（星期二）15:00—17:30

11月17日（星期二）15:00

11月18日（星期三）15:00

11月25日（星期三）15:00—17:00

11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

11月30日（星期一）15:00—17:00

12月上旬

12月4日（星期五）

12月19日（星期四）9:00
12月19日（星期四）15:30
11月26日（星期四）15:00
11月27日（星期五）9:30

12月4日（星期五）8:30—11:30

12月7日-15日
11月20日（星期五）9:00—11:00
12月1日—18日
11月23日（星期一）15：30
11月24日（星期二）15：30
11月25日（星期三）8：00
12月4日（星期五）8:30—11:30

11月2日—12月30日

11月1日—11月28日

11月1日—11月28日
11月8日—12月30日
11月1日—12月30日

11月6日（星期五）

11月12日（星期四）

11月13日（星期五）

11月20日（星期五）20:00

11月3日（星期二）

12月2日（星期三）

11月27日（星期五）9:00—11:30

11月27日（星期五）15:00—17:30

12月8日（星期二）

12月4日（星期五）

12月9日（星期三）

11月9-15日
11月16-22日
11-12月的每周四下午

11-12月的每周六下午

11月16日—11月19日

11月—12月，每天上午 8:30—11:
30，下午 14:30—17:00（周四不开
放）

12月9日—12月11日

12月11日（星期五）

11月20日—12月20日

11月28日（星期六）9:00—11:30；
15:00—17:30

10月25日—11月25日

11月25日（星期三）15:00—17:00

11月25日—12月15日

11月18日（星期四）下午

11月15日—12月15日

11月15日—12月15日
11月14日（星期六）
11月21日（星期六）
11月28日（星期六）
12月5日（星期六）
11月28日（星期六）
12月5日（星期六）

11月9日-12月20日

11月9日-30日

12月1日-20日

12月20日（星期日）

11月1日—12月27日

12月6日（星期日）9:30—16:30

11月15日—12月15日

11月17日（星期二）15:30—17:30
11月20日（星期五）15:30—17:30

11月18日（星期三）19:30-21:30

11月19日（星期四）15:00-17:00
11月26日（星期四）15:00-17:00

地 点

海口市寰岛泰得大酒店

琼海市博鳌国宾馆

省图书馆

全省

明珠广场

省图书馆

省委党校大礼堂

乐东县

琼山区

乐东县委党校

武警海南省总队

定安县、屯昌县、琼中县

三亚学院书德楼

昌江县行政办公大楼二楼多功能厅
昌江县石碌镇办公楼
昌江中学
矿区中学

昌江县总工会办公楼前

昌江县七个镇（乡）
万宁市多功能活动厅
万宁市各镇、兴隆区和市有关单位
北坡中学
新中中心学校
东澳中学
万宁市老市委市政府办公楼前（万宁中学对面）

屯昌县人民大会堂，各单位、各镇会议室

屯昌县8个镇文明生态村建设点

屯昌县各镇、各机关单位
屯昌县文体公园、县城各有关社区
屯昌县

海南大学图书馆

海南大学思源学堂

海南大学图书馆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三楼音乐厅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

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田家炳报告厅

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

三亚学院书德楼

海南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大学图书馆南馆二楼博物馆

海南大学社团活动中心草坪

白沙起义纪念碑（园）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4楼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

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琼海市阳江镇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及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宋氏祖居、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省博物馆

三亚学院

儋州东坡书院

海口市辖区3个乡镇

海口市和平北路避风阁茶坊

海口市蓝天路名闻国际会所

美华荷泰宾馆2楼会议室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二楼

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
区

海南省图书馆

海口市明珠广场

海口市四个区

琼山教育局
海口市景山中学

海口市第十一小学

海口市第九中学
琼山中学

承办（责任）单位

省社科联普及咨询部

省社科联学会学术部

省社科联“讲坛办”

省社科联机关党委

省社科联学会学术部，海口市社科联，海南
工商职业学院，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省社科联“讲坛办”

省社科联“学堂办”

三亚学院图书馆

昌江县委宣传部

万宁市委宣传部

屯昌县委宣传部

海南大学图书馆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三亚学院图书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省博物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南大学图书
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白沙起义纪念
碑（园）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口市群众艺
术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口南洋骑楼
老街研究会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琼海红色娘子
军纪念园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口市革命烈
士纪念物管理所（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文昌市宋庆龄
基金会办公室、文昌市宋氏祖居管理处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三亚学院图书
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儋州市东坡书
院管理处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口市图书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

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海南省图书馆

省贝类与珊瑚保护学会、中国海洋摄影家协
会潜水摄影专业委员会

省礼仪协会

省社会心理学会

省心怡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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