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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凝聚发展力量

强化初心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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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在砥砺前
行中铺展。

时代华章，在奋斗足
迹下书写。

峥嵘岁月里，中国共
产党人秉承初心使命，奋
进复兴征程，书写了恢弘
篇章，为广大群众的美好
生活奋斗不息。

学在深处，悟在新
处，干在实处。在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海
口市琼山区作为“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主
要策源地和重要根据地，
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秉承
革命先辈“永远跟党走”
的革命精神。通过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坚定信
念，以史为鉴不忘初心；
主动作为，勇担新时代历
史使命；凝聚力量，脚踏
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谋福
利，奋力推动辖区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

“益·老爸茶”宣讲接地气 掀起全民学党史热潮

“我是一名平凡又普通的老党员，
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土地革命时期的
井冈山精神……”日前，在府城街道云
露社区的一家老爸茶店内，87岁高龄的
优秀老党员、琼山区教育局退休干部王
秀凯身穿志愿者红马甲，拿着一本《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和茶客们分享着党
的历史和故事。

这是琼山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个生动缩影。

据了解，琼山区成立了
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制定了全区党

史学习教育总
体方案，层

层动员部署，全面铺开掀起党史学习
教育热潮。区三套班子带头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通过学党史知识、学
斗争经验、学创新理论，使“关键少数”
抓党建、把方向、谋发展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以上率下带动全区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开展。

琼山区注重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党
性锻炼，组织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讲党
课、主要领导领学党史、邀请专家举办
党史专题短训班，采取体验式、沉浸式、
情景式等多种方法，引导党员干部带着
感情学、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学，推动
党史学习常态化、制度化。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建设，琼
山区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日

常生活，并同老爸茶等海南本土文化巧
妙融合，组建20余支以老党员、老干部
等“五老”为主体的百姓宣讲队伍，编写

“口语化、乡土化、琼山化”宣讲教材，以
老爸茶店、村民聚集场所为阵地开展宣
讲，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农
村等，使党史学习教育大众化、本土化，
提高群众对党史知识的了解。

“爱祖国、爱家乡，我们希望通过
宣 讲 让 更 多 人 铭 记 历 史 ，感 怀 先
烈 ……”5月27日，在主题为“永远跟
党走 我是能人 能为人人”琼山区“我
是能人”志愿服务群英会现场，云龙镇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闪亮登场，现场声
情并茂地讲述琼崖红色革命故事。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志小导

游”。在云龙改编旧址，人们常常可以
看到他们志愿为市民游客讲解云龙改
编的身影。

琼山区还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情怀，发动辖区250余所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大力开展“小手拉大手·
一起跟党走”主题活动；拓展非公组织
党史学习教育阵地，以结对子、一帮一、
多帮一的方式，邀请党校专家学者、省
市区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部、人大代
表、非公组织负责人、脱贫致富带头人
等成立宣讲队，轮流到农村农民合作
社、非公企业党支部、“两新”党组织等
非公党组织宣讲党史知识，激发非公组
织、社会组织成员学党史、知党情、感党
恩，增强爱党、信党、跟党走的信心。

“这些党员干
部非常热情，

工作效率
也 很
高 ，

两天时间
就全部验收完

毕。”提起在琼山区
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验收申请的过程，海南爱
尔新希望眼科医院CEO刘刚竖起

了大拇指，为工作人员点赞。
琼山区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安排党

员干部作为“企业秘书”，主动对接企
业，进行跟踪服务，了解企业诉求，及时
帮助解决企业开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推动投资项目落地。

据悉，2021年第一季度，琼山区地
区生产总值 672605 万元，同比增长
2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26万
元，同比增长 176.7%；农业总产值
95731万元，同比增长6.3%，新增市场
主体2604家。

学党史、办实事、解难题。琼山

区以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地见效，提高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增进群众对党的认
同感归属感。优化营商环境只是其
中一个方面。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方便群众接种
新冠疫苗，连日来，琼山区将新冠疫苗
接种移动车开到农贸市场、商超、广场、
小区等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在现场当起
了志愿者，悉心引导群众就近接种疫
苗。

琼山区还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结
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乡村振兴等工作，到农户家中走访，
到田间地头、车间工地开展调研，通过
来信来访、“12345政府服务热线”、网上
民意征集、网络舆情反馈等多种渠道，
收集梳理出群众“急难愁盼”民生事项
100项，梳理形成“我为群众办实事”方
案。

对民生事项，琼山区采取负面清单
管理，由群众“点单”、组织“列单”、党员

“接单”，区领导主动带头认领，探索建

立每项群众急难愁盼待解决事项有一
名牵头区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支执
行队伍、一套解决方案、一套验收标准

“五个一”解难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具
体责任，逐件限期解决，做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落实。

琼山区还通过“党建+”模式，解民
忧增强群众认同感。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站、所），采取“党建+”模式打
造志愿服务项目460个，在社区（村、居）
打造“家门口居民学校”113个，将党建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制定“三三制”“巷长制”“门前三
包”“摊前三包”机制，组织各级党员干
部带头推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为群众创造干净舒适的城
乡生活环境。

探索建立“议事堂”，发挥基层党员
在“一约四会”中的重要作用，无偿提供
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将物业管
理等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云龙镇云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打造“解疙瘩便利店”志愿服务项目，成
功调解纠纷270余宗。结合美丽乡村和

文明生态村建设，下拨1737.06万元财
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逐步改善解决革
命老区基础设施较差的问题，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牛大力酒是我们的特色农产品，
芋头梗、酸菜都是村民自己制作，味道
好，价格实惠……”王传书曾是甲子镇
昌西村贫困户，但现在是远近闻名的

“乡村买手”。日常，王传书走村入户遍
寻优质农产品，然后依托电商等平台为
目标人群推介家乡本地土特产，带动了
村民共同致富，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新

“能人”。
琼山区发挥“能人”带动作用，组织

“乡村买手”“田教授”“励志（荔枝）叔”
等70多支“能人”志愿服务队开展各类
志愿服务850余场次，解决群众生产技
术欠缺、农特产品销售难等问题，培养
更多群众成为能人强人带头人。

乘风奋楫逐浪高。面对新征程，琼
山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矢志不渝守
初心，以更加昂扬的拼搏精神砥砺奋
进，谱写新的篇章。

（本版撰文/赵静毅 许晶亮 王伦）

“永远跟党走”文艺精品创作深入人心

红色精神成风化
俗代代相传。
“红旗不倒势澎湃，云龙烽

火燃琼崖……”6月1日晚，革命现
代琼剧《云龙烽火》在云龙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文化广场首演，受到了当地群
众的欢迎，反响热烈。

琼山区以革命年代云龙地区“家家
都是堡垒户”“山不藏人人藏人”的红色
故事为题材，组织区戏剧家协会创作
《云龙烽火》现代琼剧，用本土文化形式
再现琼崖革命烽火岁月。

实际上，琼山区拥有丰富的“红色”
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琼山区充分
挖掘这些资源，策划实施党史学习教育

“十个一”（出版一本红色画册，创作一

部红色琼剧，参观一组红色主题作品展
览，开展一堂青少年红色教育课，展播
一批红色影视作品，举办一场文艺晚
会，瞻仰一次红色遗址纪念设施，上一
次党课，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主题活动，以文艺精品创作和展演，
带动全区“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广泛开展，通过图片、文字、书
法、戏剧、歌曲等多种形式，让红色基因
以文化融入血脉、红色精神成风化俗代
代相传。

开展文艺精品创作。成立专业创
作团队，全面搜集整理琼山红色革命
史料，编撰《红色琼山》纪实画册，铭
记琼崖革命历史，传播琼山红色文
化。琼山区文联还发动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辖区红色基地、革命老区采
风写生，开展红色小说、红色散文、红
色诗歌等创作，举办书法、美术优秀
作品征集展览，用文艺作品讴歌百年
光辉党史。

举办发展成就摄影展强信心。联
合海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开展“千年
琼山·百年巨变”主题优秀摄影作品
征集活动，吸引省内外摄影家和摄影
爱好者聚焦党领导下琼山人民走过
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入琼山拍摄创
作，计划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忠
介路步行街、日月广场免税店等大型
公共场所举办优秀摄影作品巡展，用
图片讲好琼山故事，向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和游客展示琼山红色传承、基层

党建及发展成就，增强发展信心和奋
进动力。

组织多样化文艺文化活动聚民
心。举办琼山百张脱贫笑脸乡村振兴
新“能人”主题影展，集中展示帮扶责
任人、乡村振兴队员在脱贫攻坚一线
捕捉到的100张“脱贫之星”笑脸，真
实反映脱贫群众崭新精神面貌和幸福
生活。在机关、企业、中小学校、群团
组织，大力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演讲比
赛、朗诵比赛、征文比赛、红色故事大
赛、红歌大合唱比赛、音乐会等系列群
众性红色主题活动，营造“永远跟党
走 奋进新时代”的浓厚氛围，激发广
大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革命豪
情，坚定爱党信党跟党走的意志信念。

“我为群众办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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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琼山区一家老爸茶店内，87岁的老党
员王秀凯（中）向茶客讲党史。

② 革命现代琼剧《云龙烽火》在云龙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文化广场首演。

③ 琼山区将新冠疫苗接种移动车开到基
层一线，方便市民接种疫苗。

（本版图片由龙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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