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
“立德树人”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等中央文件精神，在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注
意突出党史国史教育内
容。近5年来，全省各级
关工委组织开展演讲征
文、书画图片展、党史国史
知识网上竞赛等各类活动
约计3万余场，参与人次
达900多万。其中，开展

“60部红色革命电影进校
园”活动，在全省各中小学
放映红色革命电影6225
场次，观看中小学生人数
达74.2万人次。配合全国
红军小学建设理事会，在
全省命名 8 所“红军小
学”，配合中国关工委命名
15个国家级、省级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用“琼崖革命
23年红旗不倒”精神教育
和激励广大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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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国际政治
风云变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西方各
种思潮涌入，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中央高
瞻远瞩，审时度势，批准成立中国关工
委。在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努力下，汇全国千万“五老”（老干部、老
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之心力，
配合党政部门关心、教育和培养各族青
少年。

2000年10月起，我在海南省政协
主席岗位上兼任海南省关工委主任，这
一干就是20年。回望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发展历程，我深刻体会到关工事业发
生的可喜变化是全方位的。3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
鼓舞和推动下，各级关工委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走出了一条把老同志组
织起来关心下一代、动员社会力量开展
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路子，为创新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探索了新途径，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提供了
新经验。

海南省关工委成立于 1992 年 1
月。28年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中国关工委的悉心指导
下，人员由少到多，力量由小到大，组

织由弱到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积极发挥“五老”在思想道德、家风
家教、关爱帮扶、法治宣传的教育引领
作用，在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创立了具有海南特色
的工作品牌。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标
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启新的篇章。
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南全省3
万多名“五老”自觉增强争创特区新优
势的责任感，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
断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方面，在助
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在法治教
育进校园、打赢新三年禁毒大会战方
面，在注重家庭教育、推动社会文明方
面，在助困助孤助学、促进社会和谐方
面，在建言献策、当好党政参谋助手方
面，做到三个“必须”，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出贡献。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关工委作为
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工作组织，必须旗帜
鲜明讲政治，要时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等文件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和省委的重大决策上来，对标中国关工
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整体要求，围绕
中心找准关工委组织的责任定位，充分
发挥“五老”优势服务好大局。

必须坚持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
向。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是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关工委组织的初衷，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要明确好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听
党话、跟党走的总体目标，继续推进爱
国主义主题教育，坚持讲清楚讲明白

“来时路、建设路、发展路”，使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不遗余力抓
好关爱帮扶工作，竭尽所能为困境儿
童、贫困青年农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探索加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
途径，共同推动净化青少年成长环
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入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使更多农村偏远贫
困少年儿童受益。

必须加快推进党建带关建。基层
关工委是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基础，加强

关工委自身建设就必须夯实基层关工
委组织建设。要立足机构改革的新变
化和海南省关工委工作实际，进一步贯
彻落实省关心下一代联席会议精神，加
快构建独具海南特色的党建带关建机
制，把关工委工作纳入党政工作重要议
事日程，把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党
建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使关工委建设
植根于党的建设之中，努力争取在职党
委领导的参与，形成党委领导下组织部
门分管、统筹联动做好关工委工作的合
力，按照有进有出、进出有序的原则调
整和充实领导班子，保持关工委的生机
和活力，强化活动平台，建好活动阵地，
使基层关工委组织转起来、活起来，使
基层关工委建设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轨道。

初心映晚霞，天涯火炬红。我们将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
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中国关工委的精心指导下，以超
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汇聚

“银发”力量，扛起“五老”新时代担当，
努力谱写新时代海南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新篇章。

（海南省关工委主任 陈玉益）

光荣榜
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文昌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临高县临城镇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海南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工委推荐）

二、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突出贡献奖

陈玉益

三、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荣誉奖

陈英豪
盘明昌（苗族）

关心下一代 建功自贸港

四、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工作者

曾广河

蔡夫清

蔡坤

王建中

黄锡英（女）

谢有造

王柱国

欧德荣

贾德良

王宏专

陈珍（女）

符秀莲（女，黎族）

杜龙

符云汉

程儒参

王飞

吴帆

林香莲（女）

朱旭

陈思读

王成深

曾宗琼

占达龙

陈兆祥

薛英炳

刘敬松（黎族）

詹耀松

吴安奇

符名凤

林芝栋

许达钟

郑有干

孙伟

刘勇

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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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
社会治理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探
索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
防青少年犯罪的新途径。5
年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开展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普法
教育活动共2629场，参加
人次超过200万。配合相
关部门抓好“零犯罪社区
（村）、零吸毒、零受害校园”
试点创建工作，组织“五老”
参与网吧义务监督、校园周
边环境治理。配合有关部
门抓好禁毒宣传，举办禁毒
讲座3000多场，组织观看
禁毒电影1400场，开展禁
毒知识竞赛1.1万场，在全
省18个市县均举办禁毒知
识测试活动，参加学生人数
达55万。

积极融入
脱贫攻坚大局

持续开展“五老”科技
帮扶工作，组织老专家、老
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举办
科技讲座；召开“五老指导
农村（农场）青年科技创业
圆小康梦”座谈会；购置上
万多册科普书籍，3万多元
果树苗赠送贫困地区青
年；建设10个“科技扶贫
基地”，支持资金100万，
培育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6000余人，举办农村科技
培训班700期，培训青年
农民8万余人；省关工委
被授予全国关工委“十百
千万”五老关爱行动优秀
组织奖，15名农村青年被
评为“双带”农村致富青年
先进个人。

大力推动
家庭教育

通过建立“家长学校”，
组织开展新生家长第一课，
做到学生入学，家长入校。
开展“家庭教育乡村行”，先
后在全省18个市县和洋浦
经济开发区各乡镇作了424
场讲座，参加讲座的家长、中
小学教师达28.1万多人，实
现在全省乡镇送教下乡，服
务基层。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新形势下，海南省关工
委、海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共
同组织线上家庭教育“每周
一讲”活动，通过家校微信
群每周推送一节家庭教育
课程供家长学习，截至目前
已开展了19期，截至目前在
线累计观看量189.2万，实
现家庭教育停校不停学。

用心帮扶
情暖童心

坚持将关爱助学作
为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
工作。据不完全统计，5
年来，全省各级关工委
筹措善款1.5亿元，帮助
大批贫困学子。省关工
委连续4年发动“情暖
童心”赠送爱心书桌椅
系列公益项目，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
助，共筹集385万元，向
贫困家庭少年儿童捐赠
爱心书桌椅24700套。
开展“爱心图书捐赠计
划”，为5所老区学校建
设“爱心图书室”或“爱
心备课室”。创建了10
家省级“关心下一代教
育基地”和 10 家省级

“儿童之家”。

加强“五老”
自身建设

坚持以“党建带关建”
推进关工委建设，使全省基
层关工委呈现人员到位、队
伍稳定，工作有动力，组织有
活力，“五老”有作为，各级关
工委有位置的良好态势。目
前，全省参加关工组织的“五
老”共28943人，3774个关
工委组织，市县关工委班子
配备齐全。掀起“五老”大培
训、大学习的热潮，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关心
下一代宣传工作，发扬“忠诚
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
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在
全社会营造关心下一代良好
氛围，不断开创海南关心下
一代工作新局面，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策划/林蔚 文字/林
蔚 王飞 陈怡羽)

关工纪事

定安县城南
中学学生开展
“珍爱生命 远离
毒品”签名活动。

“英模进校园
巡讲”活动中英模
史光柱给三亚市第
一中学学生签名。

三亚市中学生参观南天生态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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