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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创文明机关作表率
——省直机关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

新年伊始，在不少省直机关单位，映入眼帘的是敞亮的楼房、整洁的院落、热情有礼的党员干部职工和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文明新风扑面来。
近年来，省直机关工委把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作为重要工作任务来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机关文化建
设，推进机关文明创建工作理念创新、载体创新、管理创新，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注重完善文明
创建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领导机关的指
导作用，成立领导小组，始终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形成了一
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创建工作
体系，推进文明创建的规范化、制度化，
确保文明创建工作长效常态。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口海
事局、海口边检总站、海南省三亚高级
技工学校等单位建立完善工作例会制
度，领导小组定期对文明创建工作进
行专题研究讨论，扎实做好机关文明
创建活动的布置、督促、检查等，开展

好各项创建工作，有效地调动机关党
员干部职工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
展道路。省直机关工委牢牢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
灵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文化自信”，强
化“四个意识”，以建设“三型”党组织

为总目标，建立省直机关党组织理论学
习督查通报制度，督促机关党组织形成
理论学习长效机制，推动机关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不断提升省直机关精神文明
建设水准。

刚刚过去的2017年，省直机关工委
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作
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和教
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省直机关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载体的创新，激发起更多党员
干部学习的热情。

省直机关工委通过主题党日活动、
形势报告会、时事学习会、“第一责任
人”上党课、巡回讲坛等学习形式，创新

“三会一课”理论学习载体，打造机关理
论学习品牌。例如，利用国际旅游岛讲
坛、琼州学堂等理论学习平台，举办形

势报告会15场，受教育1.5万多人次。
此外，省直机关巡回讲坛还被评为“海
南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在深圳
举办的全国党建创新成果展示活动上，
省直机关工委荣获“全国党建成果展示
优秀奖”。

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省直机关工委在定安县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挂牌设立首
个“海南省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已

有市县直机关工委和省直机关共34个
单位、2300多名党员干部到基地接受
教育。

在省直机关工委的组织下，省直机
关各单位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年度
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与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同步谋划，同步
部署，同步推进，有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
的常态化、规范化。例如，省委办公厅坚
持“十必访”制度、省新成监狱落实“五必
谈”关怀机制，及时掌握党员干部职工的
思想动态，做好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引导
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理论武装，健全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
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省直机关工委认真
落实《海南省关于贯彻落实<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的实
施意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更加注重实效、更
加贴近机关、基层和党员干部需求。

2014年至2016年间，省直机关工
委特别开展专题督查调研，通过开展系
列活动情况，推动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
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教育、提炼和弘扬机关精神、重大节庆
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等主题实践活动。

为覆盖更多人群，省直机关工委组
织文化传播志愿者进军营、赴灾区，面对
面为机关党员干部职工服务，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讲活动，唱歌、演讲、快板等多
种表演形式齐发力，生动传递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
所工作人员张果是省直机关宣讲团文
化传播志愿者，她为了撰写好李志军事
迹宣讲稿，连续10多天与李志军一起工

作，在潮湿、闷热的实验室体验“高风
险、高强度、高污染”的工作环境。在脚
受伤的情况下，他强忍伤痛、坐着轮椅
上台参加宣讲活动，一场宣讲都不落
下，以实际行动传播了正能量、弘扬了
志愿者精神。

有许许多多像张果一样的文化传播
志愿者，台风“威马逊”侵袭海南后，他们
前往重灾区文昌市翁田镇白土沙村，给
受灾群众送去了发电机、节能灯、油、米

等物资，帮他们清理砖瓦，清除垃圾，疏
通道路，重建家园。因为他们不分节假
日，不辞辛劳地付出，省直机关志愿服务
愈加常态化、规范化，海南志愿服务事业
也愈加有活力。

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省直机
关工委制订下发《省直机关“文明大行
动”实施方案》，要求省直机关党员干部
职工做到“三个带头”，当好“三个表率”，
即：带头遵守礼让有序的公共秩序，当好

文明公民的表率；带头营造文明高效的
工作氛围，当好文明机关的表率；带头遵
守和睦友爱的家庭美德，当好文明家庭
的表率。

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注重发挥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
头作用，积极参与海口“双创”，先后组
织了110个省直单位1万余名党员干部
参与海口市“双创”文明交通劝导行动
日、市容市貌专项整治等活动，协助海

口市解决交通拥堵、垃圾围城、乱摆摊
点等城市病。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也在文明大行
动中贡献力量。省教育厅开展“小手拉
大手、文明我先行”活动；省旅游委结合
全省旅游行业创先争优活动，通过“五
抓”（抓教育、抓整治、抓基础、抓规范、
抓典型）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省交通
厅紧扣“五个抓手”，开展“五大攻坚”，
在交通礼仪教育、文明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文明交通环境治理、文明交通执
法、交通运输优质文明服务等方面实
现突破。

强化教育引导，抓好实践养成，弘扬传播正能量

道德“清泉”催生机关文明。近年
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以个人品德、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为
重点，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道德
水准、文明素养为切入点，开展“好家风
故事”评选、“道德规范进机关”、“关心
关爱未成年人”、“道德模范”评选等活
动，在机关形成了浓郁的道德环境和文
明氛围。

机关文化阵地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窗
口。在省直机关工委的引领下，省直机
关充分利用机关文化阵地，通过举办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及各种主题教育活
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公民道德规范
在机关落地生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省直机关
工委历来注重挖掘宣传先进典型，发
挥好宣传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深入
机关、基层一线，挖掘采访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事迹，在各大
媒体进行广泛宣传。选树宣传了省外

事侨务办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党员干部团队、省地质局海外党员团
队，重点挖掘宣传“全国三八红旗手”
钱成、“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魏启强、“全国劳动模范”林亚业、“感
动海南十大人物”庞书智和李瑞兰、

“海南省道德模范”刘华成、“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省农科院果树所党支部
等一批先进典型。

近5年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选
树、宣传先进典型556人，其中3人被评
为全国劳模，2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89人获得省级表彰。

模范事迹感染人，模范精神激励
人。省直机关工委深入开展“全民道德
行动”，引领道德模范进机关、进基层开
展宣讲活动，结合“道德讲堂”建设,通
过报告宣讲、座谈交流、事迹展播、互动

联谊等形式，全面展示道德模范的凡人
善举。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他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尤为重要。近年
来，省直机关工委对机关党组织联系
点的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着力构
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
网络。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回首过去，省直机关精神文明之花
鲜艳夺目；放眼未来，省直机关文明创
建起点更高，要求更高。接下来，省直
机关工委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省直机
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长效机制，争做精神
文明建设的排头兵，继续巩固提高创建
成果，努力开创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新局
面，保持文明创建工作的连续性、稳定
性、多样性。

（本版策划/夏天 撰文/夏天 孙勇）

以推进“四德”教育为重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以行走于茶道上的汉
口商人为原型，讲述茶道艰
辛和深厚人文内涵，元旦假
期刚过，一场大剧即将在海
口上演。2018年1月8日，
为了给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营造良好的文化氛
围，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倾
情献礼，特邀武汉楚剧院于
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大型
楚剧《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是19世纪一
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国际古
商道，具有极高的文化价
值。新编楚剧《万里茶道》
演绎百年前的汉口码头文
化，讲述了在汉口经营茶叶
生意的女子玲珑和掌柜叶
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
动人故事。

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
古道，绵延万里的茶道凝聚着
中、俄、蒙等沿线各国人民的智
慧和生命力量。《万里茶道》的
主题超越了儿女情长，一路颠
沛流离，茶队经历了巨浪、天
火，倒下了驼伯，走了吉利与雪
芽，玲珑和天韬却依旧坚持“寻
茶去”。在情感与商号未来的

抉择中，玲珑敬天韬三杯茶，以
茶的“清远”品格喻人明志，将
汉口茶人诚实守信、矢志不渝
的经商之道和真性情完美诠
释，叩动着观众的心扉。

楚剧在湖北地区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楚剧《万里茶道》在海口
的亮相，为我省干部群众带来一
场视听盛宴。

唱响“一带一路”罗牛山献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原创楚剧《万里茶道》1月8日将亮相海口

（本版策划/统筹 易建阳 饶小旭 资料图片由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万里茶道》看什么？

据悉，《万里茶道》的演员阵容很
强大，该剧由80后知名编剧罗周、著
名导演陈蔚等主创耗时一年倾力打

造完成。剧中男女主角分别由“梅花
奖”“文华奖”获得者夏青玲和优秀青
年演员余维刚扮演。

“茶道漫漫发汉江，试问江长与
道长？”茶道绵延万里，海口的观众
们可以跟随“大河兴”商号茶队的脚
步，领略万里茶道上的不同风貌。

该剧的舞美、灯光灵活运用各种线
条，并融入现代多媒体，为观众营造
了茶道沧桑开阔的意境，充满写意
之美。

1、楚韵之悠长 ——阵容强大，戏迷过瘾

2、茶道之风情 ——风情变幻，虚实结合

3、立意之高远 ——以茶明志，意境高远

作为本次演出活动的主办方，罗牛山股份有限
公司，伴随海南特区共成长，是海南农业产业发展、

“无疫区”及“菜篮子”工程建设的见证者、实践者。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之际，罗牛山倾情奉献大型原创楚剧《万里
茶道》，唱响“一带一路”，宣传推广荆楚文化，彰显
大武汉城市人文精神，为丰富海南人民的文化艺术
生活增光添彩。

楚
剧
《
万
里
茶
道
》
宣
传
海
报
。

楚剧《万里茶道》剧照。（资料图片）

楚剧《万里茶道》剧照。（资料图片）

唱响“一带一路” 促进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