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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动员会精神，海
口市琼山区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新模式，
打破走访慰问的常规局面，重新定义了
探访走访的内涵，细化了探访走访的对
象，规范了探访走访的礼仪，推行党员志
愿者探访走访“全民式服务”“亲情式关
怀”“新风式引领”，并结合琼山区委、区
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提升党员联系服
务群众的行动自觉。

“全民式服务”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党员志愿者队伍

琼山区从“党员带头、服务全民”方向
出发，制定了《琼山区党员志愿者探访走访
工作制度》，健全区、镇（街）、村（居）探访走
访工作的三级组织架构，动员全区的党员
都成为探访走访工作的志愿者，有热心、

有能力的非党员群众也可积极参与。
党员志愿者主要面向琼山区所有群

众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每个自然村、每个
社区至少设立1支党员志愿服务小队，
把志愿服务队伍建在了群众的家门口。

同时，充分发挥区级部门和单位的
职能优势，在琼山区各机关单位组建教
育、卫健、政法、农业农村、人社、文体、妇
儿、民政、国土、司法等领域的党员志愿
服务专业队，特别是在镇（街）、村（居）吸
纳有一技之长的基层党员或群众组成泥
瓦建筑、家电器具维修、电气焊、服装修
补缝制等社会便民专业队，为群众提供
力所能及的专业志愿服务。

“亲情式关怀”
——积极探索联系服务群众的新形式

琼山区党员志愿者探访走访改变以

往“节日性”“一次性”走访慰问固定对象
的形式，面对“生老病死”“红白喜事”

“婚丧嫁娶”以及思想落后行为偏差的
特定对象等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常态
化地开展“精准”探访走访，将大走访转
变为“常走访”。

在探访走访过程中，对待每位群众
的每个重要人生节点，党员志愿服务小
队力争做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行探
访走访，帮助群众解决思想、生产和生
活等方面的困难，实时表达党对群众的
关心关注，实时传递党对群众的温暖关
怀，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党组织时刻
都在身边。

“新风式引领”
——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琼山区党员志愿者探访走访工作

制度》规范了探访走访工作流程，细化
了不同节点不同对象探访走访的注意
事项，增强党员联系群众的服务仪式
感和正向凝聚力。要求每名党员志愿
者少讲“官话”“套话”，多讲一些群众
愿意听的话，切实把群众的困难和诉
求记在心上，更好地融入群众中，传播
引领新时代文明新风，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不断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

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表示，琼山将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
过广泛开展党员志愿者探访走访工作，
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服务中心、慈善中
心、信仰中心”，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让广大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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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牢记使命践行新时代新担当

海口琼山：首创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在革命历史旧址上重
温入党誓词、聆听革命前
辈的斗争故事、看沿路的
彩绘墙画……日前，在海
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本立村
内，30余名琼山区基层党
组织书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促乡村振
兴集中轮训班的学员沿着
乡间道路，一路领略如画
的乡间风景，一边重温琼
崖革命的艰难岁月。

作为革命老区，琼山
区红色资源十分丰富。如
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显得尤为关
键。今年3月19日，由该
区着力打造的我省首个区
域性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琼山区琼崖红色精
神践行基地”在红旗镇本
立村正式揭牌，标志着琼
山区在发展红色品牌道路
上迈开了崭新的步伐。

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
表示，将继续深挖当地红
色文化资源，让集生态旅
游服务和红色教育为一体
的综合性红色精神践行基
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
为独具特色魅力的琼山品
牌，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着力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为建设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贡献琼山
力量。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新时代，
红色精神都是琼山区改革发展重要
的精神指引，激励着琼山的党员干部
以实际行动作出榜样给群众看。”6月
24日上午，来自本立村的志愿讲解员
梁安峰在村合作社旧址展馆内，用激
昂慷慨的语言向前来参加琼山区琼
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教学培训班的
学员讲述本立村的革命历史。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这一段光
辉的红色历史，已成为一代代海南人
民的精神旗帜。

琼山区作为革命老区，不仅是琼
崖革命武装领袖冯白驹将军的故乡，
更是海南人民当年坚持武装斗争的
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这里除了拥
有众多的红色革命村庄以外，还拥有
琼崖抗日第一枪阻击战遗址、冯白驹
故居、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大水
之战主战场遗址等丰富的红色资源。

如何利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更
好地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琼山区通过不断地积极探索、深入实
践，走出一条弘扬红色文化的琼山路

子，为当地打造特色红色品牌给出了
破题之道。

今年3月19日，由该区着力打造
的我省首个区域性红色精神践行基
地——“琼山区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
地”在红旗镇本立村正式揭牌。当
天，琼山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培训班
同时开班，30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作为首批学员，在红旗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参加开班典礼后，在琼崖红色
精神践行基地的其他遗址和纪念馆
等开展为期3天的党性学习，包括课

堂授课、现场教学、现场讲解和互动
交流等。

陈昊旻指出，创建“琼崖红色精
神践行基地”，目的在于把琼山底蕴
深厚、内涵丰富的红色基因挖掘出
来、传承下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时，通
过建设全省首个区域性的红色精神
践行基地，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更加
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

依托资源优势 打造特色红色品牌A

“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培训方式，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三
者相结合的模式非常新颖，一方面老
党员和红色小导游的现场教学及讲
解震撼了我们年轻干部的内心，‘同
劳、同吃、同住’的体验式教学模式让
我们更好地体会党性教育在农村发
展中的重要性。”日前，参加琼山区基
层党组织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促乡村振兴集中轮训班的
学员陈伯龙由衷地说。

据了解，作为打造红色精神践行
品牌的重要部分，琼山区以“琼崖红

色精神践行基地”为重点，着力设计
打造若干条红色教育精品线路，形成

“龙塘—云龙—红旗—三门坡—大
坡”的红色教育路线，并开设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培训班，通过课堂授课、
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三者相结合的
模式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更好地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体验式教学方
面，学员们在教学实践基地领略红色
革命教育内涵之余，可以入住实践基
地的特色民宿，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进村入户、扶

贫行动、农业生产体验”等活动，体验
“同劳、同吃、同住”。

该培训班负责人介绍，根据不同
单位及个人的要求，可以选取不同的
教学点和活动项目来制定个性化的
教育线路和服务，培训时间为1天至
5天不等。

不仅如此，如今红色教育的理
念，已经在琼山区遍地开花。在云龙
镇中心小学，主要以“红志教育”为办
学特色，从校训、校歌、课本、课程设
置、课外活动等多方面对全校师生进
行爱国教育。

在琼山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市
民和游客不仅能休闲娱乐，也能免费
阅读红色教育书籍，还可以举办各种
红色教育阅读沙龙、朗读比赛、合唱
比赛等活动。

琼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段福
生介绍，通过个性化、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以及全方位红色教育氛围的营
造，可以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把红
色精神焕发出的巨大热情，转化为建
设琼山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而扛起传
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担当，让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不断彰显新的时代价值。

创新教学模式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相结合C

坚持“以红带绿”发挥“红色革命教育+N”优势B
“慕名很久了，今天终于有机会

到这里瞻仰革命前辈的风采，非常难
得。”6月23日下午，恰逢周末，位于
云龙镇长泰村的冯白驹故居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参观，今年68岁的美
籍华人陈德海站在冯白驹将军雕像
前由衷地说。

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自1984
年开馆以来，冯白驹故居内游客络绎
不绝。“这里的游客非常多，有单位集
体组织参观的，也有个人自发前来参
观瞻仰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可
达3000余人。”冯白驹故居老管理员
冯尔动介绍。

在本立村的一家民宿内，返乡创业
的村民曾照林一边接电话，一边乐呵呵
地说道：“目前民宿的各项配套设施已
经完善了，虽然我们还没正式对外营
业，但是打电话来咨询的游客可不少。”

得益于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的建立，这个红色革命村庄经过改造
升级后，焕发了新的风采，让许多村
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不仅如此，琼山区还以推广“践行
基地”为契机，建设党建示范阵地。包
括在云龙镇中心小学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践行红色教育活动，在红旗镇道崇
小学利用闲置校舍和场地，建设长者

饭堂、老年人儿童关爱中心、大讲堂、
阅读室、新时代农民运动场等。

同时，琼山区还以打造教学点为
契机，着力推进甲子镇琼星村、三门
坡镇清泉村、旧州镇雅秀村等“红色
教育+党建+脱贫攻坚”示范点建设，
将发展特色产业的成功经验纳入教
学内容中，让党建引领真正成为凝聚
乡村振兴力量的动力引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琼山历史悠久，是集“古
色、红色、绿色”于一体的海口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和农业大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琼山区发
扬革命传统，巧用红色资源，通过“以
红带绿”的模式，延伸拓宽红色文化
内涵，不仅有力推动了全域旅游发
展，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让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这种综合
性的红色教育方式，深刻了解红色革
命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发展、
党性教育、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相
融合的特点和优势。”琼山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和娇说。

海口市琼山区创建党员志愿者探访走访机制

打通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

琼山区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教学参考线路
（可根据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

第一天 学员到红旗镇本立村报到——
在红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开班典礼
——在本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现场教学
——在本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专题授课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与百姓“同吃同
住同劳动”体验式教学——在红旗镇本立村集
中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第二天 琼崖纵队抗日第一枪纪念园
——冯白驹故居——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专家在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授课《海南
23年红旗不倒革命精神》——红色塔昌革命旧
址和美丽乡村建设——参加砍甘蔗等劳动生
产体验式教学。

第三天 大水革命烈士纪念园——专家
在大水革命烈士纪念园授课《学习革命英烈 坚
定理想信念》——冯公坊革命战斗根据地及龙
塘镇石斛基地——专家在凤翔湿地公园琼山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授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在凤翔湿地公园举行结业典礼。

琼山区琼崖红色精神践行基地
教学内容

课堂授课内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海南23年红旗不倒革命精神》《学习
革命英烈 坚定理想信念》《深入领会和贯彻十
九大报告精神提升职业化素养增强执政本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攻坚、建设美丽
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不移地
推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

现场教学点

一、本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
二、琼崖纵队抗日第一枪纪念园
三、冯白驹故居
四、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五、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六、冯公坊革命战斗根据地
七、林文英烈士殉难纪念碑、纪念亭
八、大水战役旧址和大水革命烈士纪念园
九、红色塔昌革命旧址
十、凤翔湿地公园
十一、龙塘镇石斛基地
十二、云龙镇云阁村花卉长廊
十三、云龙镇云岭村花卉基地、萝卜基地
十四、三门坡镇清泉村黑山羊养殖基地

体验式教学内容

一、升国旗、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等体验
式教学

二、红色骑行体验式教学
三、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式教学
四、参加砍甘蔗、采摘荔枝等劳动生产体

验式教学
五、拓展活动体验式教学

各地学员在琼山区琼崖红色
精神践行基地开展学习及劳动体
验活动。

红色志愿者小导游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

本版策划/吴盈 本版撰稿/容朝虹

党员志愿专业服务队到龙塘镇新民村北喜村民小组探访走访,为村民调
解纠纷。 本版图片均由琼山区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