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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三亚航空旅游职院搭建
党史学习教育“云课堂”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谭琦）“我在手机上就可以学党史。”近日，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机电学院学生张中凯打开手
机，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的“云课堂”链接，在闲暇
时间玩起党史答题闯关游戏。

今年，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全面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该校党委办公室党务业务主任文小勇
介绍，根据高校的工作特点，该校创新学习教育形
式、丰富教育载体，畅通学习渠道，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线上”“线下”同推进，利用微信群组织教职工党
员在线上常态化党史学习，并于每个月的主题党日
活动上，进行线下集中专题学习。

“我们通过定期推送《党史百年天天读》《党史故
事一百讲》以及相关党务工作知识，组织学校的全体
教职工党员开展线上学习。”文小勇说，学校组织师
生开展“百年第一”党史闯关答题竞赛活动，通过开
展党史教育“云课堂”，促进师生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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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课堂云课堂

海南税务推出“微宣讲”
促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一帆 曲易
伸）“今天由纳税服务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和大家
一起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近日，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党委安排，该局纳税服务
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的两名党员干部正在录制党
史“微视频”。

今年起，省税务局借助“微宣讲”活动，组织青
年干部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积极引导机关干部在
落实税收改革发展任务和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感悟、
践行真理力量，把理论学习成果转换成工作动力。

该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吴爱清介绍，“微宣
讲”活动采取个人（集体）诵读、集体研讨、小合唱、
情景剧等形式，由青年干部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
和业务特点，拟定宣讲内容，通过3分钟左右的微
视频，用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信服的语言，
深入浅出讲好党史故事。截至目前，已完成《中国
共产党历史》3章内容的录制，制作党史学习微视
频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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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警方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3月31日，海口市公安局举办队伍教育
整顿暨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经过几轮激烈角
逐，最终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代表队获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知识竞赛作为海口市公安局推
动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
抓手，内容涵盖了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应知应会和
中国共产党党史相关知识。

海口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警方坚
持“以考促学、以学促干、以干促进”的方式，把学习
教育贯穿公安队伍整顿教育始终，此次知识竞赛既
调动公安民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同时也有效检验了队伍教育整顿的阶段性学习
成果，确保队伍教育整顿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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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习强学习

海口市委党史宣讲团
首场宣讲会开讲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记者计思佳）4月 1
日，海口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史专题（扩
大）学习会暨市委党史宣讲团首场宣讲会。省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和平应邀作专题报告。

报告中，王和平以“百年潮起共读史、砥砺奋
进新征程”为题，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四个方面要求，以理论联系实际、
史实结合现实，系统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历史性贡献和党史学习教育重点。

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以此次宣讲为
契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
效。不折不扣落实党史学习教育任务，全面对标、
系统深入学，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学，充分感悟思
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精心组织开展好宣传宣
讲工作，掀起海口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新热潮，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推动
海口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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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会宣讲会

■ 本报记者 刘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4月1日下
午，铮铮誓言，不断响彻位于海口市
金牛岭公园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
陵园。大批企业、机关单位、学校在
此结合党史宣传教育开展祭扫活动，
缅怀英烈功绩，汲取奋进力量。

重温入党誓词、学习烈士事迹、
诵读纪念海南烈士墓志铭……14
时，顶着骄阳，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
输海南省管网公司机关全体党员在
此开展党史教育专题活动。

“先烈们留下的革命传统，是我
们攻坚克难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不
懈奋斗的强大动力。”该公司党委书
记张贵喜表示，下一步，企业党员干
部将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
发扬革命精神，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海南管网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成果，保障海南天然气管网安全
平稳供气。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许多人义
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生命。英烈已
逝、精神永续！”在祭扫活动中认真聆
听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革命历史后，海
口市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
记、总经理袁高说，公司全体党员将
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
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努力奋斗，
为“十四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为加
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这次开展祭奠革命先烈主题党

日活动，就是希望全体党员干部了解
革命历程，赓续红色血脉。”省公路管
理局办公室主任韩冰认为，活动不仅
让党员干部提高了党性修养，更教育

引导了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岗
位，为自贸港建设夯实公路基础。

海南医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也组
织党员来到该陵园，向烈士纪念碑敬
献鲜花，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
烈，让我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海南医学院研究生院2018级临
床检验诊断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刘彪
很受触动。他表示，回校后，自己要
更加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弘扬爱国
之情，践行报国之志，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据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
所统计，从3月 18日至今，已有约
300家单位通过预约，到解放海南岛
战役烈士陵园开展祭扫烈士活动，回
顾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我省多个单位到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缅怀英烈功绩 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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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良子 袁宇 通讯
员代龙超 朱照洁 钟喆旻）在清明节
即将到来之际，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
队充分用好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各单
位环岛开展纪念英烈活动。各单位
通过参观纪念场馆、重温入党誓词、
走访英烈遗属、讲述英雄故事等方
式，缅怀英烈事迹，继承英烈遗志，激
发工作斗志。

近期，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
四支队组织三亚港、港门、新村港海
岸派出所民警乘坐公安执法艇分别
在三亚港、崖州中心渔港、陵水疍家
渔排外海域，举行海上纪念英烈活
动。民警们在船艇甲板上手捧菊花，
肃立默哀，伴随3声船笛声响起，民
警缓缓地捧起花瓣，撒向大海。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
队组织三江等海岸派出所民警到海

口三江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通过敬
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瞻仰烈士纪
念碑等方式，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前
行力量。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
二支队则积极开展走访慰问英烈遗
属活动，营造致敬英烈、崇尚英雄、关
爱遗属的良好氛围。省公安厅海岸
警察总队第三支队组织20余名民警
到万宁六连岭革命纪念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现场体验学习，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第五支队、第六支队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学党史担使命·祭英
烈铸忠魂”清明祭英烈活动，同时通
过网上点烛、献花、献辞、留言等形
式，纪念革命先烈和公安英烈。省公
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七支队组织民
警及学生到位于临高的海南解放公
园热血丰碑，祭奠在解放海南岛渡海
战役中牺牲的英烈。

海南海岸警察开展海上献花、慰问遗属等一系列纪念英烈活动

金菊入海祭忠魂 只留清气满人间

日前，在三亚海域，海南海岸警察在船艇上捧起花瓣撒向大海，祭奠英烈。
通讯员 黄恒 摄

儋州中小学校组织祭扫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
铭记光荣党史

本报那大4月1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清
明前夕，儋州市的中小学校分别在
儋州市烈士陵园、歃血结盟纪念园
等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开展现场体验教学，引导学生主动
学习党史，拓展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3月29日，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儋州市第一中学党委组织师生在该
校开展“传承·2021清明祭英烈”活
动，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缅怀先
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先烈遗志，铭记
党的历史，做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
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接班人。

当天，儋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带
领40名优秀团员代表，到儋州市烈
士陵园重温入团誓词，在儋州市革
命英雄纪念碑前向革命先烈敬献花
篮，集体默哀，引导学生好好学习，
奋发进取，掌握更多先进知识。

本报嘉积4月1日电 （记者刘
梦晓）“我们提倡绿色扫墓，可帮您把
手中的纸钱免费换成鲜花。”4月1
日，在琼海市长青园公墓，工作人员
忙着向群众介绍现场的纸钱换鲜花
活动。

前来祭扫的琼海市民李旺和父
亲商议后，便上前将纸钱换作鲜花，

“借此机会，也向老人做一下思想工
作，转变他们烧纸钱祭扫的旧观念。”

为倡导市民不焚烧、抛撒香蜡和
纸钱，不污染破坏公共环境，以环保、
节约、低碳的文明方式缅怀逝者，琼海
市已连续3年开展纸钱换鲜花活动。

琼海市殡葬管理所所长黄欣琪
坦言，3年前初次开展该项活动时，

不少市民无法接受，祭奠方式还是以
传统的烧纸钱为主。然而随着活动
逐年开展，在政府倡导、媒体宣传的
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接受敬
献鲜花这一绿色环保的祭扫方式。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4月1
日至3日，围绕“文明祭扫、绿色清
明”这一主题，琼海市在该市长青园
公墓、中原静仙园公墓、博鳌佰二坡
公墓同时举办纸钱换鲜花、丝带寄哀
思等活动。

为此，琼海市准备了1500束鲜
花和1000条丝带，在现场发放，且该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宣传，
引导更多群众积极参与文明、低碳祭
扫，助力琼海文明城市建设。

琼海引导群众转变观念，用鲜花、丝带祭扫逝者

鲜花丝带寄哀思 绿色环保树新风

4月1日，在琼海市长青园公墓，市民换取鲜花祭奠逝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白沙多校组织纪念英烈

瞻仰烈士陵园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牙叉4月1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唐海强）4月1日下午，
在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香
村的烈士陵园里，牙叉实验学校师
生正在开展“学党史 祭先烈”活动。

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白沙
多所学校通过举行主题班会、前往
烈士陵园或革命遗址祭奠英烈等形
式，开展“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
精神”“学党史、祭先烈”等主题教育
活动，让孩子们赓续红色血脉，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

其中，白沙学校还利用3月29
日下午的课后时间，组织300多人
徒步前往白沙解放纪念园举行祭扫
英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