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李敏清

近日，儋州市那大镇先锋社区志
愿服务站举办了“全民禁塑，绿色生
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活动
设立咨询台，志愿者走街串巷发放宣
传材料，填写调查问卷发放小礼品，开
展禁塑宣传。“自今年6月开展‘全民禁
塑，绿色生活’活动以来，至今共开展6
场禁塑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旨
在提高市民禁塑参与率。”先锋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专职志愿者李冰说。

儋州市委宣传部在居民区布局设
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坚守基层意识
形态工作阵地，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市委宣传部、团
市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指导，市
义工联合会、尚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联合运营的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于2019年7月23日启动运营。

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
实际，瞄准社会热点，既开展文明引
导、环境卫生劝导、信息咨询、应急救
援、便民服务等常规服务活动，也结合
社区发展实际、市民需求、城市热点等
开展主题服务活动。截至今年11月，
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已开展送
爱心、送理论、送科技、送文化等活动
60场，共服务市民74630人次。

统筹协调各类志愿服务队伍、社
工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截至今年
11月，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
吸纳个人志愿者约300人，整合社团、
组织21家。此外还择优配备资质全、
能力强的专职志愿者1名，主导开展
日常常规服务。通过专职志愿者、自
由志愿者联手，为市民提供了文明引
导、环境卫生劝导、应急救援等常规服
务。根据先锋社区中老年人多的特
点，该实践站还联合全市各医院志愿
服务队伍及美容美发协会持续开展义
诊、义剪等常规服务。今年7月22日
举办了“献出一份爱心，温暖世间真
情”公益理发活动；7月 25日，组织

“义诊进社区，健康好生活”服务活动
等。

结合社区发展实际、居民需求，先
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计主题性
服务。包括持续开展抗击疫情活动、
开展“知法敬法，与法同行”志愿服务
活动、组织“建功自贸港，欢乐中国节”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
传”志愿服务活动等。通过传科技、习
技能，给群众送政策、送科技、送健康、
送法律、送保障、送信息，促进市民素
质提升，引导市民形成良好法治氛围
和法治习惯，同时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弘扬社会正能量。

（本报那大1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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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近日，儋州市民族中学高一
（9）班的50名学生，来到该市中
和镇东坡书院参加新时代文明实
践研学活动。走进东坡书院，观莲
花湖、过载酒亭、敬载酒堂、拜东坡
像，赏东坡诗词，着宋朝服饰，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是
东坡私塾。”学生邱勋勋说，苏东坡
被贬海南后，在儋州开办私塾传播
中原文化，苦心劝农，移风易俗，著
书立说，培养了许多举人和进士，
为世人所敬仰，而他对儋州的深厚
感情也让人动容。“苏东坡的人生
大智慧让我钦佩。研学拓宽了我
的眼界，让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
我的祖国。”

据悉，儋州创新依托中和镇东
坡书院、七里村文明实践站，融入
红色文化、生态文化、传统文化元
素，推出东坡书院、七里村2条新
时代文明实践研学线路，以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自然景
观和人文资源为载体，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激活文明实践
的基层“神经末梢”，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从2019年来，儋州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60多次，其
中学校组织活动44次，7600多名
学生和游客参加；今年该市还将举
办 10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研学活
动，全市500名中小学生将参加。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
用，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以资
源整合为抓手，围绕‘立德树人、实
践育人’，探索课堂教育和文明实
践相结合机制，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研学活动。”儋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温龙
说，组织发动全市中小学生参加新
时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旨在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儋州创新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特色研学线路

美景入眼 文化入心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11月20日晚8时，“群艺舞台每
周一演”儋州调声、山歌专场演出活
动，在儋州市那大镇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开始，传统的儋州调声节目《嘱姑九
点半》、儋州山歌《贺歌》；时代气息浓
郁的山歌小品《脱贫》、儋州调声《调声
欢唱新时代》等节目，吸引了500多名
市民到场观看。市民林秀兰带着66
岁的母亲观看演出：“我们几乎每场演
出都来，节目雅俗共赏，娱乐性强，丰
富了市民文化生活。”

每周五晚在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上
演的“群艺舞台每周一演”活动，自8
月以来已演出13场，分别为流行歌曲
专场、曲艺专场、器乐专场、少儿才艺
专场、摇滚音乐专场、唐宝山歌剧团专
场、海大音乐与舞蹈学院专场等，近
7000人次观看了演出。

据悉，儋州市委宣传部整合该市
文化馆、户外活动场地等场地资源，推
出2020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文化
惠民活动，打造了群众文化阵地。在
儋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儋州市文化
馆主办“儋州山歌每周一唱”“群艺舞
台每周一演”“广场舞每月大家一起
跳”“儋州文艺大讲堂”等演出、演讲活
动，旨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
正创新，满足市民文化生活新需求，常
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

儋州山歌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市民、特别是老年市民喜爱的
文化产品。今年5月29日，“儋州山
歌每周一唱”在那大镇先锋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点开唱，参加演出的
歌手大都是当地优秀的民间山歌手，
每场活动分上半场和下半场，由4名
山歌手即兴对唱，每对歌手各唱1小
时。儋州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柯人俊
说：“结合传承、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载
体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让党的好政
策入脑入心。”

“五中全会精神好，科技强国益
千秋。”这是儋州优秀民间山歌手、75

岁的薛祖养老人在11月 20日的山
歌对唱中，即兴编唱的宣传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歌词。他说：“唱儋州山
歌赞美祖国好，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很有意义。”据悉，“儋州山歌每周一
唱”活动已举办23场，约有4500余
人次观看。

易懂易学、参与性强的广场舞，也
是儋州市民喜爱的文化活动。儋州市
委宣传部借势引导，每月在该市文化
广场举办1次“广场舞每月大家一起
跳”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9月27
日，“广场舞每月大家一起跳”第一场
活动中，参与市民达2000人以上。61
岁的儋州市老干部艺术团编导王应兰
还带着新编排的广场舞《请到天涯海
角来》来参加表演，受到市民观众的喜
爱。她说：“广场舞已不是老人的专利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跳广场舞！”

现场，不少市民由看广场舞转而
跳广场舞，42岁的市民罗虹看到广场
舞舞种多样，也加入了跳交谊舞的一
支广场舞队，她说：“每个年龄段的人
都能跳广场舞，快乐又健康。”目前，儋
州已举办了2场“广场舞每月大家一
起跳”活动，好评颇多。

5月30日开讲的“儋州文艺大讲
堂”至今只举办3场，初步形成了一个
文化品牌，在海南音乐界引起反响，因
为前来讲课的都是歌唱名家。在首场

“儋州文艺大讲堂”活动中，海政文工
团国家一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孙维
良的讲座，吸引了100多名音乐从业
人员和音乐爱好者前来听讲。6月2
日，歌唱家郁钧剑主讲的讲座中，200
多名观众听到下午6时仍不肯离去。
8月22日，男高音歌唱家陈永峰向到
场的200余名听众传授了演唱技巧，
赢得热烈掌声。

名家言传身教，听众茅塞顿开。
儋州市第七中学音乐教师林初乾说：

“听了郁钧剑老师的讲座，我才知道什
么是民族唱法的最好音质，我要培养
学生发出有个性的声音。”在与名家互
动时，那大镇中心学校音乐教师张伟
东现场唱了一段，还得到了陈永峰的
指点。 （本报那大11月22日电）

儋州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打造群众喜爱的文化阵地

节目雅俗共赏 生活多姿多彩

儋州先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内容丰富

瞄准社会热点 引导服务市民

东坡书院是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
重要遗迹之一，其前身载酒堂始建于
1098年。1996年，东坡书院被列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海南著名
的文化旅游胜地。儋州市委宣传部以
东坡书院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并成立50人的东坡书
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于
2019年1月23日正式开通东坡书院
新时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线路。

该研学活动线路意在探索中小学
生广泛参与、活动品质持续提升、文化
氛围健康向上的新型研学形式。“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目的，让中小学生在研学
中感受东坡文化，发扬传统美德。”儋州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定中说，研学
活动教育性和实践性并重，能引导学生
走出校园，拓宽学生发展空间。

东坡书院志愿者杨紧说，学生们
在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大门宣誓后，
走过莲花湖石桥，进入东坡书院，研学
正式开始。“志愿者、导游带领学生游
园，欣赏载酒亭、载酒堂、东坡祠等古
风建筑，看280多年高龄的芒果树，赏

元代石刻、古井，聆听东坡故事，吟诵
东坡诗词，领略东坡品格魅力，感受传
统文化。”

苏轼的《别海南黎民表》是研学活
动中第一首学习的诗词，“我本儋耳
人，寄生西蜀州。”每个学生都为苏东
坡的这句话感动。苏东坡手握书卷脚
踏木屐目视远方的铜像，引来儋州市
民族中学高一（9）班学生郑日倩用手
机自拍：“游园到此结束，听了志愿者、
导游的讲解，我感受到苏东坡对儋州
的热爱，从内心开始喜欢苏东坡文化，
更加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非
常有意义的研学。”

除了游园，还有仪式感很强的古
代私塾课堂模拟活动，学生们换上宋
代款式服装，走进始建于1595年的钦
帅堂东坡私塾，“穿越”古代，当一回古
代儒生。东坡私塾志愿者、导师张红
教学生学习传统拱手礼仪，举行敬拜
孔子仪式，“正衣冠，双手扶合与肩平
行，男生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前，双
手向前推出身躬90度缓缓起身，敬拜
孔子。”她还讲解苏东坡的生平，带学

生赏析中国纺织活化石——吉贝布，
讲述吉贝布与苏东坡的故事，学习东
坡诗词《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
词》，“苏东坡以欢快的笔触描写儋州
绚丽春光，寄托他对儋州人民的美好
祝福。”近日，那大镇第一小学雅拉校
区四年级学生刘佳慧当了一回古代儒
生后很有感慨：“我体验到时空穿越的
感觉，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现场互动项目能培养实干能力，
学生动手实践也更能深刻感受传统文
化。拓片体验项目中，志愿者、导师符
桂琼讲解了中国传统拓片历史和技艺
知识：“先用水清洗碑面，把宣纸放在
拓碑上，喷水湿润纸张，用拓锤轻敲，
使碑面文字图案可见，宣纸略显泛白
时可上墨，宣纸七八成干时迅速用拓
包上色，均匀上墨、图案清晰后，在取
下宣纸自然晾干。”那大镇第一小学三
年级学生李逸凡体验着古老的技艺，
十分惊喜：“拓片颜色均匀，图案清晰，
我学会了！”此外，体验雕版印刷、临摹
书法等活动，都旨在加深学生对博大
精深传统文化的理解。

中和镇七里村坐落在北门江畔，
建村已有1300余年历史，村里长满玉
蕊树，也因玉蕊花闻名：七里村小河边
6公里长的狭窄地段，约有400多亩
地长满玉蕊树，近1.4万株，最高的玉
蕊树高达15米，最粗的树干要两个成
年人才能合抱，最年长的玉蕊树已生
长了千年以上。这片野生的玉蕊林，
是全国面积最大、也是海南第一片淡
水湿地森林，是海南岛内不可复制的
活标本。

七里村被誉为儋州“生态第一
村”，良田万亩、湿地森林、古风村落、
田园画卷，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美丽
乡村。

近3年来，儋州投入3000万元完
善村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玉蕊林中
木栈道、观景台、凉亭、岸堤等，今年更
成为省内外游客喜爱的乡村游打卡
点。儋州依托七里村玉蕊生态资源、
红色文化、生态文化资源，开通七里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线路。儋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儋州市委
书记李珠说：“这条线路旨在引导学生
和游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传承红色文化，继承革命传统，
为建设海南自贸港作贡献。”

返乡大学生何家生是七里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的志愿者，他向
前来研学的学生介绍七里村的乡规民
约：若村民砍伐玉蕊树，不仅要被村里
罚款，还要向其他村民道歉，接受批
评。“千百年来，七里村村民保护绿水
青山，才换来今天的金山银山，村民吃
上旅游饭。”何家生说，凌晨的玉蕊花
开得最美，花蕊从花苞中炸裂，花香沁
人，这是村里数代人守护优美生态换
来的美景。前来研学的儋州市民族中
学学生蒲春月感动地说，家乡还有这
么美丽的花，她也要接棒保护优美生
态，守护绿水青山。

七里村还蕴藏着红色基因。
1939年 4月 16日，侵华日军在儋州
白马井登陆，经过七里村时，儋州军

民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
枪。学生们在村头的“儋县抗日第一
枪”遗址和毛泽东思想夜校旧址参观
后，儋州市民族中学学生胡雪娟说：

“我们要不忘国耻，传承红色文化，继
承革命传统，将来报效祖国，做人民
的好儿女。”

中和镇党委宣传委员董淑薇说，
七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研学活动线路
还安排了“永远禁赌碑”、东林堂等人
文古迹景观项目，使研学内容更加丰
富。七里村“永远禁赌碑”立于1787
年，用于警示约束村中子弟，杜绝赌
博，学生可感受崇法纪、重礼义、讲诚
信等健康民俗和文明乡风。人文古迹
东林堂是古庙宇建筑，是明代进士许
子伟感恩图报出资修葺的，1740年，
七里村村民重修东林堂后，许子伟还
创办儋耳义学（现中和东坡希望小
学），参观东林堂，学生们可体验感恩
图报、尊师重教的古风，传承传统美
德。 （本报那大11月22日电）

感受传统文化 激发爱国热情

传播红色文化 继承革命传统

儋州市文化馆举办的“群艺舞台每周一演”活动，受到市民的喜爱。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儋州市那大镇第一小学学生体验拓片技艺。 通讯员 杨紧 摄儋州民族中学学生换上宋代服装，走进东坡私塾，当了一回“古代儒生”。
通讯员 杨紧 摄

儋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升级改造后，设有东坡书局、文明实践展厅、阅览室各类功能室；配套有广场舞场地、篮球场、羽毛球场等，集文化娱乐、少儿活动、教育培
训、作品展览、体育健身等一体，覆盖居民文化生活所需的众多功能。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李敏清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