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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晚，道隆村2020年春
节晚会在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舞
台上演。

本届“春晚”以助推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为主题，结
合“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作贡献”活动举行。

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拓展文明实
践活动，是昌江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的亮点之一。

2019年11月30日晚，由昌江文
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主办，乌烈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协办的昌江军话民
歌传承人擂台赛在乌烈镇乌烈村举

行。该项活动旨在保护和传承海南
军话民歌这一文化遗产，丰富乡镇人
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位于该县文化公园的昌江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每个周末都会开设
书画、民族器乐及篆刻等公益培训
班，每期都有200多人前来学习，既
有年仅几岁的幼儿，也有年逾七旬的
老人，至今已举办15期，培训学员
2000余人次。

除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昌
江县委宣传部和昌江文明办的支持
下，从2019年3月开始，昌化江书画
院在全县8个乡镇的乡村少年宫（设

在中心校）设立12个教学点，并在教
学点开设书画培训班，每周安排一
节课。教学内容包括国画基本知识
与技法训练，书法基本笔画的运笔、
汉字的基本结构和临帖指导等，培
养学生的书画兴趣，提高学生的个
人修养与文化素质，营造浓厚的书
香校园氛围。

昌化江书画院负责人、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符江陆说，书画院
还不定期举办“书画进校园”活动，
以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兴趣爱好。

一年多以来，昌江共挂牌设立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8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和9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实现阵地全覆盖。利用这些阵
地，昌江围绕各项惠民政策大力推
行“板凳讲堂”，截至目前已在全县
各自然村开展宣讲246场次；组织

“文艺宣讲轻骑兵”到农村开展文艺
宣讲75场次。

此外，昌江还精心组织开展文明
交通、环境治理、文明旅游、文化惠
民、志愿服务等多种主题实践活动，
在全县掀起了一波波社会文明大行
动的热潮。

（本报石碌3月24日电）

因势利导 拓展文明实践活动

壮大志愿队伍 覆盖各级平台 开展丰富活动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昌江样本”

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乌烈镇道隆村
文化室，两排靠墙而
立的书柜装着数千
册各种课外图书。
每到周末，村里的孩
子们就跑来看看书，
练毛笔字，学画画，
这里俨然成了孩子
们的乐园。“疫情期
间文化室没开放，不
然可热闹了！”乌烈
镇党委宣传委员郭
洧说。

2018 年 11 月，
昌江被列为海南省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试点县。
该县把满足群众需
求、团结凝聚群众作
为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出发点、
落脚点，结合当地实
际，以建设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三级机
构为载体，创新工作
模式，整合各种资
源，深入开展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文明
实践活动，成效显
著，全力打造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昌江
样本”。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2 月 2 日上午，昌江石碌镇组
织 80多名志愿者深入该县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居住的福源小区
开展拉网式排查，防止疫情进一步
扩散，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在疫情防控一线，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深
入疫点排查，还是在检查卡口值守，
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力是

志愿者。昌江积极引导全县干部职
工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道德模范、

“五老”同志、科技能人、产业大户、本
土乡贤、返乡创业者等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壮大志愿者队伍。

同时，根据志愿者的专业、技
术等，建立了专家学者、党员干部、
道德模范、法律援助、文体宣传、木
棉青年等 12 支专业志愿服务大
队，开展 210 项志愿服务类型工
作。截至目前，志愿者注册人数达

2.13万多人。
在环境卫生整治、教育培训、救

灾抢险等工作领域，也有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的辛苦付出。

比如，乌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成立后，积极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成员包括全镇干部职工、
村（居）“两委”党员干部和本地的乡
土文化人才、“五老”等人员，以及乌
烈村乡村特色文化协会的146名大
学生。每年暑假大学生们返乡开展

支教活动，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礼
仪、音乐、普通话训练等课程，让当
地学生受益匪浅。

今年3月7日，昌江开展以“全民
动手、清洁家园，预防疾病、共享健
康”为主题的爱国卫生集中清理大
行动时，数十名志愿者清理县城子
中路长寿园内的杂草和垃圾死角。

“能当一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为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力，我很乐
意。”志愿者郭江英说。

广泛吸纳 壮大文明实践队伍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平台的搭建
很重要。昌江遵循“综合利用、连通共
享”原则，将现有的党员服务中心、农
家书屋、文化广场、乡村学校少年宫等
文化设施资源进行盘活再利用，配套
完善活动设施，突出文明实践功能，搭
建了理论宣讲、社会宣传、教育服务、
文体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法律服
务、卫生健康服务、乡风文明等“八大”
平台，构建了“布局合理、群众便利、出
户可及”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积极
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建立常态化
制度化活动机制，创新志愿服务活动
方式，让市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真
正打通宣传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石碌镇山竹沟村村委会办公楼
二楼的青少儿课外学堂里，除了摆放
有4000多册各类图书外，还安装有
20部电脑。自从2019年6月开放后，
这里成了村里孩子的学习乐园。

这里原本是村里的“农家书屋”，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肖修宏发现，整个
村289户近1300人，上大学的很少，
村里小孩也不爱看书。“关键在于没
有学习的地方，缺少学习氛围。”肖修
宏由此萌生了将农家书屋改造成青
少儿课外学堂的想法。于是，在帮扶
单位海口海关，以及昌江县委宣传
部、石碌镇政府的支持下，2019年6
月，“山竹沟村青少儿课外学堂”建成
开放，提供美术、书法、绘画、课业辅
导等公益课程。为激发村里的青少

儿们学习兴趣，培养学习习惯，肖修
宏还制定奖励办法。此外，聘请了专
职辅导员，到寒暑假，村里返乡大学
生还会来这里当志愿者。

“村里有这么好的学习场所，我
很乐意给小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
大学生志愿者陆玉莹说。

除了课外学堂，山竹沟村还设置
了妇女儿童之家、黎韵传习馆、志愿
服务站、乡村大舞台、实践大讲堂等，
成为昌江全力打造乡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的样板。

而在乌烈镇道隆村，昌江依托道
隆村革命烈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设
立道隆村史馆、红色故事长廊，传承
红色精神、红色文化，打造具有红色
基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019年8月27日，白石书社在
乌烈镇白石村揭牌成立，标志着昌
化江书画院服务直达村一级，真正
打通了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的“最后
一公里”。

一年多来，昌江精心打造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主题文化公园、非遗文化
教育基地、黎之韵主题实践基地、绿
色娘子军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农村未
成年人教育基地、廉政警示教育基
地、文化馆百姓学堂、青少年活动中
心、保瑞藏书馆、王子悦读馆等一批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在推进基层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
策、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丰富活跃
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合资源 完善文明实践平台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挎上小包包，上街逛一逛，街上
进口货，多得数不过……”这是3月

24日，在昌江王子悦读馆开展的线上
“百日朗读”活动中，少年儿童用朗读
童谣的方式，营造加快建设海南自贸
港氛围。

近年来，昌江县委宣传部除了将
乡镇农家书屋升级改造为青少儿阅读
阵地外，还与新华书店、王子悦读馆等
公司合作，共同推广公益阅读，打造

“书香昌江”。
王子悦读馆在2013年由王长领

创办，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公益阅
读活动，营造家庭阅读氛围。“百日朗
读”活动至今已举办10期，成为深受
大家欢迎的公益阅读活动。2015年，

昌江县委宣传部将其列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践行基地，去年又将其列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鼓励该馆充分利
用资源优势，结合政府工作中心思想
和当下热点话题，开展公益阅读活动。

王长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阅读
馆里的图书都是免费阅读，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该馆无法举办线下活
动，在线上开展了“百朗师生，同心同
声为武汉加油！”“文明昌江你我同
行”“自贸有我更加精彩”等系列主题

“百日朗读”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千
名小朋友参与。

在石碌镇宝瑞森林公园入口处，

是昌江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创建的“宝
瑞藏书馆”，也是与昌江县委宣传部共
同设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书屋。
今年1月21日刚开放，但在疫情发生
后，1月24日就关闭了。

3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宝瑞
藏书馆看到，里面有政治读物、文学经
典、人文社科、亲子阅读、生活美食、经典
藏书等图书。“最近我们会增加一批少儿
读物图书。”该公司总经理韩红莉说。

据韩红莉介绍，待藏书馆正常开
放后，将在每个周末举办图书分享
会，请一位老师跟学生分享一本好
书；每个月举办一场朗读活动，邀请

阅读爱好者跟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
一首诗、一本书、一篇文章等；每个季
度举办心理讲座，邀请心理专家围绕
家庭教育等方面为读者排忧解困。
此外，还将不定期邀请书画爱好者来
馆里进行书画创作，激发孩子们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这里环境好，交通便利，是最适
合看书的地方之一，”昌江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艳说，“我
们的目的就是将这里打造成昌江全民
阅读的公益平台。”

（本报石碌3月24日电）

昌江升级青少儿阅读阵地、与企业推广公益阅读

山海黎乡飘书香

昌江企业推介黎族特色产品
带动农户增收

非遗+旅游 传承+增收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宝瑞森林公园入
口，有一座黎族风格的两层建筑物，其中黎之韵展
销馆占了一层大半面积，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验馆、展示馆和传习基地三个功能区。市民和游
客不仅能在这里选购到自己喜欢的黎族特色产
品，同时也可以在传习基地体验黎陶、黎锦制作过
程，感受黎族文化的悠久历史。

负责展销馆运营的海南黎之韵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致力推介黎族文化和特色产品，同时吸收当
地30名黎族贫困户为员工，免费给他们培训制
陶、织锦、藤编等非遗技艺。有的贫困户学会非遗
技艺后，还会自己制作产品售卖，还有人进入当地
景区上班。目前该公司固定与当地300余名村民
合作，收购他们制作的黎锦、黎陶和藤编产品，有
效带动300余位农户就业增收。

“开设黎之韵展销馆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平
台，让更多人了解黎族特色文化，把黎族本土文化
传承下去，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同时还
可以调动黎族群众特别是贫困户学习编织黎锦美
服，制作精美藤编器具等黎族特色文化产品的积
极性，带动他们增收致富。”黎之韵公司总经理唐
丽金说。唐丽金是黎族人，亦是藤编技艺传承人，
多年来她致力保护、传承和发展黎族文化以及传
统手工艺。

2017年 7月起，黎之韵公司在昌江县委宣
传部、县民宗局和县文化馆支持下，在昌江各乡
镇举办织锦、黎陶、藤编、纺线、双面绣、黎族乐
器制作等培训班。让村民在学习黎族文化的同
时，制作传统手工艺产品出售，增加收入。此
外，该公司还走出县外，到五指山、陵水、保亭、
东方等市县办班培训及收购手工艺产品，培训
人员达2000多人，收购产品共2万多件，助力
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同时，为了促进黎族民歌的传唱和黎语的传
承，该公司分别在昌江七叉中心学校和思源学校
举办黎族五大方言和黎族民歌培训班，让年轻一
代学好黎语，用好黎语。还跟哈鹰组合、木棉花组
合等黎族音乐团体合作，到昌江各乡镇进行民歌
传唱培训及公益演出。

（本报石碌3月24日电）

形成常态化保洁工作机制

昌江持续开展“四爱”
卫生健康大行动

本报石碌3月24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3月21日一大早，昌
江黎族自治县四套领导班子、机关单位党员干
部、志愿者等来到县城的太坡工业园区，开展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种植三角梅，优化人居
环境，营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氛围。这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县连续三周利用周六时
间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上午8时30分，参与植树人员了解三角梅种
植方法和注意事项后，迅速投入到三角梅种植
中。有的挖坑，有的摆放花苗，有的扶苗挥锹培
土、浇水，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此次行动共
种植三角梅近2000株，今后将为园区增添一抹鲜
艳的花色。

据了解，在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后，近日，昌江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全民动手、清洁家园，预防
疾病、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爱国卫生集中清理大行
动，县城137个机关单位、8个乡镇86个村委会
（社区）同时开展行动，在全县掀起了卫生大扫除
的热潮，从源头上清除病原滋生环境，筑牢疫情防
控卫生屏障。

据介绍，昌江将充分利用每周六的“双创双休
日”和“卫生保洁日”等系列活动，着力加强新时期
爱国卫生工作，从垃圾源头收集减量化，形成常态
化保洁工作机制，持续在全县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深化美化、彩化等工程，优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
动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扎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营造氛围。

昌江供电局助果农解农业生产难题

用电直通田间
春耕有序开展

本报石碌3月2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蒙钟升）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
备耕正当时。为做好“一抗三保”工作，海南电网
昌江供电局积极帮扶果农解决农业生产用电问
题，保障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这次真的太感谢供电局啦！帮助我们解决
用电问题，种植成本会大大降低，收入将会翻番。”
3月24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大安村种植户
张垂善一脸笑容地说道。

多年来，昌江海尾镇大安村10户村民在种植
青枣、芒果过程中，都是依靠柴油机抽水灌溉，生
产成本投入较大，影响瓜菜经济收益。得知情况
后，昌江供电局投入资金50万元，架设2.7公里的
线路，以及安装1台变压器，用于解决农户用电难
题，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3月24日项目完工后，昌江供电局及时将电
送到农户的田间地头，解决农户生产灌溉用电难
题。此外，该局工作人员在田间现场和农户签订
供用电合同，以实际行动助力农户脱贫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昌江供电局紧紧围绕脱贫攻
坚工作要求，全力推进电力扶贫项目，为精准扶
贫、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供电保障。

在昌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学生前来参加书法培训班学习书法。

黎族妇女在表演织锦。在中国定向公开赛昌江站开幕式现场，当地黎族妇女为比赛选手及游客表演黎族舞蹈。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