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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嘉积6月22日电（记者刘梦
晓）海南日报记者6月22日从琼海市委
组织部获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琼海市委组织部聚焦琼海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与新时代组织工作重点，在丰
富载体上、两新组织、老党员老干部、红
色教育和求实效等五个方面下足功夫，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新
走心。

在丰富载体上，琼海市委组织部注
重创新“学”的方式，突出组织部门特色，
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
式多样的主题学习活动，让学习教育活
起来、热起来、实起来。具体而言，琼海
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依托主题党日
活动和党课载体，通过自学、科室负责人
领学、集中学习交流、党史诗词朗诵、分
享心得体会、聆听党史讲座、参观红色教

育基地等方式，不断深化和巩固党史学
习教育。

结合两新组织工作灵活机动的特点，
琼海市委组织部通过“三会一课”集中学、
微信群和公众号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灵活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目前已推送网络学习
文字和视频158份。该市3个综合党委、
145个两新组织党组织已开展党史学习
约420场次，组织开展各类大小规模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活动12场360人次，目前该
市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已实现
全覆盖、全动员、全学习。

在老党员老干部方面，琼海市委组
织部组织该市关工委干部到阳江镇开展

“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专题调研系列活
动，并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及关工委工作谈感受和意
见建议。同时组织老党员、老干部观看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
进的智慧和力量》专题报告和全国离退
休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网上专题报告会，
引导老党员、老干部们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带动广大青年干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红色教育上，琼海市委组织部在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上“做文章”，采取课
堂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验学习相
结合、讲授学习与交流研讨相结合方式，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开
展各类人才党史学习教育等。

在求实效方面，琼海市委组织部积
极联合相关部门单位，打造琼海市首个
离退休党员志愿服务示范点，有效带动
和引导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为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提供有效载体等。

琼海市委组织部从五个方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创新学习方法 践行初心使命

■ 本报记者 马珂

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部署，结合
卫生健康行业特点，海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精心谋划，认真组织，以作风整
顿建设、为群众办实事为重要抓手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做到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

加强政治引领
做到“五个延伸”

据悉，省卫生健康委每月定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活动，集中学
习党史学习必读书目，党组成员围绕

“讲担当、强作风、抓落实”等多个专
题开展深入研讨。同时，将党史学习
延伸出去。

延伸到离退休老党员。开展“常
回家看看”活动，组织离退休党支部
老党员集中学习党史和卫生健康改
革发展史。延伸覆盖非公医疗机
构。将非公医疗机构纳入党史学习
教育范畴。党史学习延伸进校园。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组织开展“四
史”学习教育知识竞答，举办“诵读红
色家书，传承红色精神”朗诵比赛等；
省二卫校将党史教育引进课堂；省三
卫校开展“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
进新时代”活动等。党史学习延伸至
全行业。提前谋划在全系统开展“作
风建设年”活动；组织全系统党员干
部开展“致敬榜样”先进典型事迹宣
传、“听党话、跟党走”朗诵比赛等。
党史学习延伸到基层一线。领导班
子成员聚焦制约海南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一线
调研，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

深化作风整顿
做到“五个下功夫”

省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在全系
统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切实解决作风
不严不实等突出问题，机关作风、行
风有了明显好转。

在听取意见上下功夫。向社会
公布作风投诉热线，在海南日报等微
信公众号上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征
集群众看病就医意见，召开推进会推
动问题整改；在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上
下功夫。建立重点工作督办制度，按
月通报未完成事项，全委重点工作稳
步推进，其中，疫情常态化防控、疫苗
接种、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重大
项目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省人
民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均取得
较好成效；在动真碰硬上下功夫。加
强干部管理，完善奖惩机制，对直属
单位考核结果进行全委通报，对排名
最后2位的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作风管理，切实
完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强化财务
管理，出台《卫生健康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加强对重大专项资金的使用
监管；对2018年以来基本公共卫生、
重大公共卫生、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
建设等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做到审计
全覆盖。

在树典型造氛围上下功夫。开
展“每月之星”评选活动，每月评选5
名工作明星并推送宣传；做好“两优
一先”推选以及道德模范等推荐工
作。在强化督导上下功夫。建立督
导制度，各督导组定期对全委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工作进行
督导。

为群众办实事
做到“五个推进”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围绕
群众最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确定了
省卫健委机关“我为群众办实事”事
项，纳入委重点督办范畴，每周督查，
按月通报，有序推进，成效突出。

截至6月4日，全省共为3.94万
名新生儿提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服
务，筛查率为98.18%，并为44例患儿
进行手术治疗。加快推进全省胸痛
中心建设，全省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胸痛中心注册率为100%，通过国家
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共18家。持续
推进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和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今年全省新
增托位836个，老年人健康管理率也
明显提升；五是高效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重大基建
项目按时完成进度任务。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 邓瑜

学党史：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机关领导“每天
节约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
仗”，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
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
贫农”，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和艰苦奋斗精神。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
点三根灯芯，可毛泽东同志带头勤俭节
约，只点一根灯芯。就是在这一根灯芯的
微弱光亮下，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
斗争》等光辉著作，指明了中国革命道路
的方向。

悟初心：

这盏点亮中国革命曙光的油灯，至
今仍保存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当
时，在国民党军队反复进攻和严密封锁
下，井冈山的物资供应极为有限，“人口
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类似一根灯
芯的故事，在井冈山时期不胜枚举，比如

“朱德扁担，不准乱拿”，比如耳熟能详的
歌谣“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
粮”……这些艰苦奋斗的经典历史片断，
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革命道路上的艰
苦卓绝，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
屈不挠、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
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

“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
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下，革命
先辈的信念也从未动摇。正是党领导人
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畏艰险，浴血奋
战，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
终战胜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顾历史，中

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
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被一根灯
芯“点燃”的红色火种，早已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实践中，转化为磅礴的精神力量，
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从浙江嘉兴南湖
上的一叶扁舟，到今天浩荡前行的“中国
号”巨轮，艰苦奋斗的接力棒在一代代优
秀的共产党人中传承。一百年来，全国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
成就。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
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
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奋斗精
神一点都不能少，优良传统一点都不能
丢。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勇
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才能经受住“赶考”路上的种种考验，向
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一根灯芯“点燃”红色火种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结
合
行
业
特
点
，推
进
作
风
整
顿
建
设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学
党
史
办
实
事

解
难
题
见
实
效

省水务厅举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入脑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

良伟 龙灿）6月22日，省水务厅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读书班开班，读书班将采取集中学习、观看红色
电影及纪录片、开展交流研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多种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入脑。

在开班仪式上，省水务厅厅长王强为该厅全
体党员干部进行题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 为海南民生水务办实事解难题》的专题辅
导授课，深入浅出讲解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海南水务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据了解，读书班将通过集中学习、自主学习、
专题研讨、辅导报告、观看党史国史教育影片、到
红色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等形式，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切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
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以昂扬
斗志和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三亚三级党委联动现场体验学习

感悟思想伟力
传承红色传统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 （记者李梦楠 黄媛
艳）6月21日，三亚市“市、区、社区”三级党委联
动现场体验学习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读书会在该
市天涯区西岛社区举行。同日，“西岛女民兵”雕
像落成揭幕，天涯区首个党史学习教育示范点
——西岛女子民兵连展览馆开馆。

读书会前，三亚市、天涯区、西岛社区的党委
成员们自学《中国共产党三亚历史》（一、二卷），在
学习中感悟思想伟力。在展馆的现场学习体验
中，图文、视频资料生动地展示了西岛女民兵学
习、训练、工作和生活的精彩故事，从渔家姑娘到
女子炮兵，一代代西岛女民兵用坚强、勇敢和奉
献，书写戍守天涯的时代故事。

读书会上，“八姐妹炮班”成员及其后人、西岛
居民，以及天涯区、三亚市史志工作办公室等单位
的代表先后围绕各自的生活工作实际，回顾了西
岛地区军民联合“保卫海防”的革命故事，分享了
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的体会。通过把真实的历史
事件和身边的典型转化为鲜活的学习教材，三亚
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有效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感染
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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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

定安老干部赛红歌

传唱经典 激发斗志
本报定城6月22日电（记者叶媛媛）6月22

日，定安县委老干部局、县老年人体协联合举办庆
祝建党百年“学党史、忆党恩”唱红歌比赛，通过歌
唱美好生活，激发昂扬斗志，展示定安老干部奋发
向上的精神面貌。

据悉，本次比赛每个参赛队需演唱两首曲目，
分为必选曲目和自选曲目。比赛现场，9个代表
队的队员统一着装、满怀激情，老干部们通过高亢
激昂、饱含深情地演唱，唱出了大家对党和祖国的
无限热爱，也反映出全县广大老年人健康文明、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我们走在大路上》《团结就是
力量》《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我的中国
心》等一首首振奋人心的经典歌曲轮番唱响，赢得
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定安县委老干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此
次唱红歌比赛活动，旨在通过传唱红色革命歌曲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抒发大家热爱党热爱
祖国的深厚感情，凝聚人心、发挥余热、弘扬革命精
神，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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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唱

万宁举办文艺晚会

讴歌百年历程
发扬优良传统

本报万城6月22日电（记者袁宇）6月22日
晚，万宁市委、市政府在该市人民公园举办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文艺晚会。晚会吸引
了上千名群众观看。

在精彩的文艺节目之中，晚会还特别设计一
堂微党课《理想照耀琼崖》，通过与革命先烈后人的
视频互动，带领现场观众重回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
岁月，回眸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晚会最后在庆
祝建党100周年无人机灯光秀中落下帷幕。

万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
这场主题文艺晚会，旨在讴歌党走过的百年光辉
历程，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主动融入海南发展大格局，
扛起自贸港建设“万宁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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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演

6月22日，三亚市吉阳区举办“奋进新征程 建功自贸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6月21日，驻琼某部官兵党员来到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重温誓词
永葆初心

以赛促学
以学促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