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V《声动海南——唱支山歌给
党听》海报。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省大数据管
理局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和内容，
将做实“规定动作”与做精“自选动
作”紧密结合，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截至目前，该局已开展5次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4次党委会学习，
各党支部累计集中学习36次，开展
活动18次。省大数据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董学耕以“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为主
题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
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
实做到早学一步、学深一层。

同时依托“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
活动等载体，该局各党支部丰富“自选
动作”，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说说我身
边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中国共

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等学习活动。
此外，省大数据管理局还紧密结

合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将作风教
育、警示教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中一
体推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
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为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
该局还要求全体党员通过党员领学、

“党史天天学”和“学习强国”等途径

开展自主学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
脑入心。比如第一党支部设立党史
学习领学人，要求领学人以微党课的
形式制作学习PPT，其他党员积极参
与讨论发言，营造“人人愿意讲、人人
愿意听、人人有收获”的学习氛围。

同时该局还引导党员职工养成
读书习惯，培养大家爱读书、会读书、
好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围。

做实“规定动作”做精“自选动作”

在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省大数据管理局围绕放
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把解决群
众办事的“堵点”“难点”和加快数字
政府建设作为落脚点，在全局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竞赛活动。
目前该局各处室立足本职工作，

已初步梳理出推动幼儿园、中小学线
上学位申请在海口、三亚、琼海、文昌

四个市县推广应用，上线60周岁及以
上老人优待证在线便捷申办和补贴
精准发放，上线“出生一件事”等10个
高频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等10
项“我为群众办实事”责任事项，明晰
责任标准，完善办理措施，稳步推进
落实。

省大数据管理局还搭建了全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监

管”系统和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三大重点政务服务应用系统，初
步实现政务流程再造和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目标；成功打造国内首个全
省性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的成功案
例，在全国率先实现涉外公证业务

“全省通办”，全程“零跑腿”网办事项
比率提升至81%。省直部门监管事
项覆盖率提升至91.6%。

该局还在2021年春运期间创新
推出“海政钉”平台，完善了我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体系组织架构和农村
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
精准落实国家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各项部署，维护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
社会稳定，保障我省如期举办博鳌亚
洲论坛2021年年会、首届消博会等重
大活动。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 张成林

学党史：

当年，中央苏区发生了“十万挑夫
上赣南”的故事，广为流传。从1930
年起，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军事上“围
剿”中央苏区，还实行残酷的经济封
锁，企图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
水”进入苏区。为冲破封锁，粤北、闽
西、赣南等地的群众组成“运盐敢死
队”，冒着生命危险，想出各种方法，或
是打通竹杠的关节装盐，或是用食盐
水浸渍衣服，甚至假扮乞丐，机智地避

开封锁关卡，在许多弯弯曲曲、十分隐
蔽的羊肠小道上，创建了一条又一条
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向苏区腹地
运送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

悟初心：

面对敌人的“围剿”及封锁，能否
保证物资供应，对红军而言，是生死攸
关的大事。让人感动的是，虽然敌人
把物资供应的“大门”封锁了，而群众
却自发地为红军打开了一扇“窗”，冒
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将物资输送
到前线。而且，这支潜在的“运盐敢死
队”人数多达十万，充分说明了共产党
的群众基础，反映出红军与群众的鱼
水深情。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革命烈火为什么屡扑不灭？“十万挑夫
上赣南”的故事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

证。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围剿”，毛泽
东同志底气十足地说：“真正的铜墙铁
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在艰难环境中，我们党何以获得
群众慷慨解囊、无私支持？“永不脱离
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在中央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这
一生动表述，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进
行了阐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形
象的比喻中，流露出我们党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为民初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淮海战
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
出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

得到人民支持，我们就能克服任何困
难，无往而不胜。

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胜利之
本。这一道理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
同样适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
天。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着
新使命、新挑战，要跨越新的“娄山关”

“腊子口”。具体到海南，自贸港建设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对纷
至沓来的新实践、新课题，我们如何才
能“破关斩将”、行稳致远？毫无疑问，
必须向群众要智慧、要力量。只有把
根深深扎在广大群众中，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
人民推动改革开放，集众智、汇群力，
才能迎难而上，一件一件谋突破，一步
一步稳向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伟大
成就，更好地造福人民。

把根深深扎在广大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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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省委党校
项目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日前，
项目施工方中建三局派出工程队，前
往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塔丰村，及
时修复和改造该校水电线路。同时开
展实地调研，筹备制定后续帮扶计划。

现场，由党员组建的中建三局工
程队全面排查校舍水电情况，对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及时修复和改造该校
老化的水电线路。同时，另一支党员
小分队则走进课堂，为该校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并一起开展“红歌润
童心，童声颂党恩”主题合唱等活动。

省委党校项目部赴乐东
改造塔丰村小学水电线路

实事办实助教学

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省大数据
管理局坚持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
的政治学习任务来
抓，时时放在心上，抓
在手上；既注重按照
中央、省委的部署要
求把“规定动作”做到
位，又注重结合该局
实际使“自选动作”有
特色，主动谋划“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努力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高效开展，取
得了初步成效。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赵羽飞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何书典）6月15日晚，由
省关工委指导的“红心永向党 奋进
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文艺晚会在海口举办，“老中青”同
台放歌，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整场晚会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琼崖革命斗争等党史历程为主
线，设计了《星火燎原》等3大篇章。

海口市关工委宣讲团，海南革命

史研究会所属的琼崖革命后代合唱
团、琼纵子弟文工团、战旗舞蹈队，以
及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演出队等演出
团体，通过舞蹈、歌曲演唱、情景表演
和配乐诗朗诵等艺术样式，回顾硝烟
弥漫的峥嵘岁月，讴歌百年大党的丰
功伟绩，鲜活演绎新中国成立后，海
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弘扬琼崖革命
精神，不断奋发前进的精神面貌，抒
发了全省广大关心下一代工作者和
志愿者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

厚感情和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奋进新时代的豪迈气概。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级关工委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
泛开展“四史”教育，积极举办“学党
史、颂党恩，贺百年华诞”文艺演出、

“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图片展等丰富多彩的党史主题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各级关

工委共成立“四史”教育宣讲团 25
个，深入学校、农村、社区等地开展基
层宣讲近2000场，听讲人数达40多
万人次。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校广泛
开展“红心向党”演讲、朗诵、征文等
主题教育活动，吸引了50多万名中
小学生参与其中，将“四史”教育真正
送到青少年群体身边。

晚会由海口市关工委、海南省教
育厅关工委主办，海南革命史研究
会、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承办。

“红心永向党 奋进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举行

“老中青”同台演绎 多角度讴歌时代

6月15日，“红心永向党 奋进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在海口举行，图为晚会舞蹈节目《红旗颂》。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月20
日在京召开后，省大数据管理局即于
2月24日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有关指示精

神，高质量高标准启动全局党史学习
教育各项准备工作。

该局3月15日制定并印发《省大
数据管理局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紧
接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党史学习
教育的内容、安排和要求。

该局各党支部紧密配合、分工协
作，及时传达要求，制定计划，明确做
法，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向深入

省大数据管理局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学习党史求实效 群众办事更高效

把解决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作为落脚点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张
琬茜）6月15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海南日报新媒体特别
推出原创歌曲MV《声动海南——唱
支山歌给党听》，广受好评。

据了解，该歌曲MV分为山、海、
田等3个篇章，分别融入黎族民歌、临
高哩哩美、儋州调声等3种民歌曲调，
描绘了独具海南风貌的唯美画卷。

该歌曲MV一经推出便迅速在
微信“朋友圈”刷屏。截至15日 22
时，该歌曲在海南日报“两微一端”、抖
音号、视频号、头条号等各平台播放量
已突破50万次，人民日报客户端、中
新网多家媒体转载。网友可在网易云
音乐、QQ音乐等各大音乐平台聆听
下载该歌曲。

海南日报新媒体原创MV刷屏

民歌融合亮新声

◀上接A01版
党的工作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必须跟进

一步。省委书记沈晓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和“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激励全省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信念和决心，奋力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后，省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时间研究出台《海南省党史学习
教育党史专题宣讲方案》，部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
校园、进馆（园）、进社区、进农村、进讲坛、进网络。

3月19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来琼宣
讲，省委将宣讲报告会与省委理论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合并召开，并以视频形式将此会议开到各
市县，确保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宣讲团深入市县
和高校宣讲时，海南主流媒体全程跟踪聚焦，对宣
讲内容和互动问答进行充分报道，力求最大程度
地扩大宣讲受众面。

认真学习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的宣讲内
容和方式，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迅速完善讲稿，
及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理论宣讲；省委党校、省社科
联等单位及各高校发挥师资和平台优势，围绕党史
主题精心设计培训课程并举办专题培训班……

一时间，琼州大地党史学习热潮奔涌不息，理
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海南自贸港大讲坛开设党史专题，邀请知名
党史专家来琼作党史专题讲座；海南省乡村振兴
电视夜校开设《永远跟党走》板块，进一步扩大基
层宣传宣讲覆盖面；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加快
编纂《中国共产党100年海南简史》《中国共产党
100年海南百件大事略记》等系列丛书，为海南各
界学习海南党史提供权威素材……

初心映晚霞，全省各级关工委组织老干部、老
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成立25个“四史”
教育宣讲团，累计开展基层宣讲近2000场，听讲
人数达40多万人次，其中多数听众是中小学生，
真正将“四史”教育送到了青少年群体身边。

创新载体，让党史更可亲可学

“过去100年里，从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到
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繁荣发展的改革时期，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全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

这段时间，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道崇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旁的凉亭总是很热闹。琼山区的志
愿者们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益·老爸茶”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把凉亭、广场、茶店等群众
聚集的场所打造成一个个党史宣讲阵地，邀请当
地党员代表为大家讲党史、忆党恩。

一边听讲一边喝茶，群众不时插话讨论，气氛轻
松愉悦。红旗镇桃源村村民秦树人听讲后认为，有
别于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形式新颖又接地气的“老
爸茶式”宣讲，更容易让村民接受，参与感也更强了。

为了将“理论话语”转换成“群众语言”，将“理
论观点”转换成“朴实道理”，海南各地各部门立足
自身特色优势，创新方式载体，以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理论宣讲活动。

万宁市组织“8595”红旗不倒宣讲团，把宣讲
员按照镇（区）进行分组，深入田间地头、社区广场
等群众生产生活集聚地，以接地气的语言对群众进
行面对面、互动式的巡回宣讲分享活动；儋州市以
农村广播“小喇叭”为载体，充分利用群众割胶务农
后的闲暇时间，播放的方言党史故事引人入胜；文
昌市精心打造“党史流动课堂”，把党史课堂“搬”到
群众的家门口，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同样是把党史课堂“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前
不久，海口市美兰区委宣传部把党史学习直通车

“开”进四面环海的演丰镇北港村，让村民们足不
出岛就能学习党史。

活动现场摆放的20块党史知识展板，内容涵
盖了中共一大至十九大以来的主要内容，直观的展
示让大家印象深刻。旁边的“党史学习园地”列出
100道党史题目，村民答题后可撕掉盖住答案的胶
布，验证自己的答案正确与否，互动性、趣味性很强。

在青年群体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海南大学准备了100个视频、100张图片、100个故
事，为全校师生提供“三个100”系列党史学习资
料。这一系列学习资料不少由该校学生参与制作，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刘俊龙说：“青年的视角和
鲜活的语言，让百年厚重党史变得更加可亲可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个个富有时代性、创
新性的方法和举措，让党史知识“飞入寻常百姓
家”。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成为百年党史的宣
传员、宣讲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浪潮在南海之滨
不断翻涌。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

理论宣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入脑入心

看点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雯箐）6月15日，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启
动迎接建党100周年“三个100”系列教学活动，
为学校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丰富素材。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结合学院优势和工
作实际，组织精干力量、动员广大师生，通过推出
100个视频、100张图片、100个故事，系统介绍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表示，“三个
100”系列教学活动成果将转换为学校思政课的
教学资源，为推进学校党史学习教育蓬勃开展，引
导广大大学生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发挥
积极作用。

迎接建党100周年

海大马院“三个100”
系列教学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