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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韩慧

学党史
熟悉雷锋故事的人都知道，雷锋

平时生活十分简朴，从不随便花一分
钱。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
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
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
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每个月的
津贴，他留下一点生活费，再留点买
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

钱，全部存入银行。雷锋有一个“聚宝
箱”，是他自己钉的一个木箱子，里面
装着螺丝帽、铁丝条、牙膏皮、破手套
等废旧物品。部队的车缺个螺丝，坏
个零件，他先到“聚宝箱”里找，能代用
的就代用。

悟初心
在雷锋许多感人的故事里，“聚

宝箱”的故事很平实，反映了雷锋精
神的一个侧面——艰苦朴素、勤俭节
约。雷锋生活如此节俭，并不是为了
自己，而是为了“让他人更幸福，让国
家更富强”。他曾说过，“发扬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
分钱，不乱买一寸布，不掉一粒粮，做

到省吃俭用，点滴积累，支援国家建
设。”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
华民族的美德，也是党的传家宝。勤
俭节约也能提振精气神，为攻坚克难
提供不竭动力。如果一个人自小养
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就会懂得自我约束、知道感恩回馈，
从而练就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意志
品质，成为一个敢于直面任何困难、
迎接任何挑战的人。

有人说，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不必
像过去那样节俭生活了。这种说法大
谬不然。“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对于国
家来说，提倡勤俭节约之风，就是要增

强危机意识，赓续艰苦奋斗精神。今天
我们拥有的这份“家底”，是几代人筚路
蓝缕、拼搏奋斗才攒下的，决不能在挥
霍浪费中白白断送。对于个人来说，勤
俭节约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今
天我们提倡节约，不仅是要倡导一种健
康适度的生活方式，更是要让人们在厉
行节约中涵养“恒念物力维艰”的道德
品质，去除骄奢淫逸的不良之风，在举
手投足间展现深植于心的素养。

勤俭节约永远不过时。我们要
用好这个传家宝，既要在工作、生活
中磨砺勤俭作风，遏制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也应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
一粒粮食等身边小事做起，将勤俭节
约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用好勤俭节约传家宝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6月24日上午，在澄迈县金江镇
太平村龙江乌什村民小组，由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活动正在举行。活动参与
者通过组织方提供线索完成拓展任
务，获得“军民一心”“斗争岁月”等9
个党史故事答题卷，破译每个党史故
事的发生年份，就成为获胜小组。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住建
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坚持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作
风自觉，采取多种学习教育方式，以抓
重点工作落实和为群众办实事为载体，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入实。

学党史 悟思想
步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介绍，自省委
部署动员大会召开后，省住建厅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传达学习省委有

关部署要求，制定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和具体工作安排表，明确活动内
容、时间安排和责任主体，确保全厅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省住建厅坚
持以上率下，由厅领导班子成员通过
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读书班、专题
学习辅导等方式，每月开展党史理论
集中研讨，示范带动掀起学习热潮。
省住建厅全体干部职工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集中学和自主学结合的方
式，研读经典著作、指定篇目，聆听专
家解读，开展交流研讨，深刻了解党
的百年历程，系统学习党的重大理论
实践成果。

省住建厅还积极创新多种学习教
育形式，努力做到“规定动作到位、自
选动作出彩”。近几个月来，省住建厅
创新开展党史故事会线上展播、参观
英雄部队、召开“学党史、迎五四、扬青
春”青年座谈等活动，全面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阵地。省住建厅一些党支部还
积极整理优秀党员家训家书、旧的党

报党刊，重温学习党的历史和优秀共
产党员家族故事，传承优秀共产党员
优良的工作作风、家族家风。

此外，省住建厅坚持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与“党建创新引领中心工作创
优”相结合，开展“百面党旗插工地”活
动，要求干部职工走进项目工地上，与
项目工地党支部建立联系交流制度，
认真组织安全生产月活动等，促进中
心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增效。

办实事 践初心
不忘使命提升民生福祉

霍巨燃介绍，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中，省住建厅紧密结合中心职能，聚
焦住建领域群众和市场主体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亟待
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民服
务宗旨。省住建厅制定了《党史学习
教育为民办实事事项清单》，明确危房

改造、棚户区改造、农村厕改、安居型
商品房建设等8项为群众办实事事
项，具体落实工作分解到牵头处室、厅
领导，明确完成时限和措施，切实把党
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行动。

边学边做边改。省住建厅集中
开展 2021 年度建设工程招投标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治时间从今年3
月底持续至2022年 2月，要形成常
态化抽查机制，进一步规范评标评
审行为，促进我省招投标环境明显
好转，保障市场企业得到充分竞争
的良好环境。

展新貌 谋新篇
提振干部职工干事激情

借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省住
建厅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思想，改正作风，提振干
事激情。

为营造干实事、干好事的良好氛

围，省住建厅组织干部走到项目工地、
企业、直属单位，交流、总结先进工作
经验，推动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借助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省住建厅牵头组
织住建系统先进评选及表彰活动，对
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激励引导广大
党员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激发干事热情。

省住建厅倡导住建领域机关单
位、企业要充分展示住建人的艰苦奋
斗、昂扬不息的精神，通过党员风貌微
视频、摄影书法绘画评比、文艺晚会等
形式，传播住建领域党员干部不懈奋
斗的故事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霍巨燃说，下一步，省住建厅将继
续深入贯彻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牢
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目标方向，进一
步加强组织谋划、创新宣讲方式、抓实
为民服务、加强督促巡察，坚持不达标
不放过、不见效不放手，不断提升党史
学习教育的工作成效。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省住建厅采取多种学习教育方式，以抓重点工作落实和为群众办实事为载体——

提升学用转化成效 践行为民服务初心

傅佑山：

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
傅佑山（1904年-1932年），海南文

昌县（今文昌市）人。他从小勤奋好学，在
家乡读高小毕业后，被聘为振德小学教
师。1927年，他在同村傅启云、傅启霖的
指引下参加革命，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经
常在野外树林深处秘密刻印传单，开展革
命宣传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夏间，傅佑山任中共文昌
县便民区（一区）区委书记。1929年秋，
中共文昌县委恢复，他任县委书记。
1928年至1929年间，他在文城以做生
意为掩护，建立中共秘密活动的联络
点。1929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在海口
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8月，在琼崖
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主持下，各县代
表联席会议在内洞山召开，成立中共琼
崖临时特委，他当选为临时特委委员。
同年11月，琼崖特委召开党团特委联席
会议，他被选为琼崖特委常委。

1931年冬，傅佑山在开展革命活
动时不幸被国民党大德乡团丁逮捕，
押送文昌监狱。监牢中，敌人对他严
刑拷打，但他始终不泄露党的秘密。
1932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将他押赴刑
场。他大义凛然，从文城监牢到校场
坡沿途数里，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
义，牺牲时28岁。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百年壮阔海南潮

省国资委以庆祝建党百年活动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者王旭朝）连
日来，省国资委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结合起来，组织开展“两优一先”
表彰活动，积极筹划“千人入党宣誓”、大合唱等
系列活动，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七一”前夕，省国资委在海口人民公园革命
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全省国资系统千名新党员集
体宣誓仪式。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1000
名新党员举起右手，目光坚定，庄严宣誓。

“五千年的文明流淌，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勤
劳祖先撒下稻谷，华夏儿女收获希望。”一曲《五
星红旗飘扬》拉开省国资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歌咏暨表彰大会的序幕，当晚，中央驻
琼企业、省属重点监管企业代表先后登台，用歌
声追忆峥嵘岁月，讴歌辉煌成就，抒发爱党爱国
情怀。活动现场还为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颁发了
奖牌和证书。

连日来，省国资委领导班子还走访慰问国资
系统部分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为他们送去党
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
敬意。老党员张熊植今年已86岁高龄，1950年8
月参加工作，他说，非常感谢国资委党组织在“七
一”这个特殊时刻来看望自己，虽然他退休多年，
但作为一名党员，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设“帮办小圆桌”开党史学习驿站

万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优化政务服务

本报讯（记者袁宇）“把它交给我，我来帮您
办。”7月2日，在万宁市政务服务大厅一角的两张
圆桌前，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两名工作人员正
在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解释办件流程，并进行

“一对一”指导帮办。这是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与水平
而实行的“帮办小圆桌”模式。

万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发现：一些审批事项在
办理过程中存在细节多、环节多，群众办理业务时多
次往返跑腿等问题。为此，该局在大厅新设置的党
史学习驿站专门放置两张小圆桌，实行“帮办小圆
桌”模式，将后台检查的环节前置，由服务人员帮助
办事群众找出并解决潜在的问题，全程对办事人员
进行现场“一对一”指导帮办，业务涉及多个窗口的
实行“一事联办”，确保办件一次成功。

万宁市政务服务大厅内开辟出一个党史学
习驿站，增加了党报党刊、党史专著、宣传册党史
刊物，重点配备党史书籍。大厅工作人员利用工
作之余的零碎时间学习党史，也有一些办事群众
边等候边阅览党史图书。结合两张为民办事的

“小圆桌”，党史学习驿站成为党史学习便民服务
阵地。

昌江叉河镇老宏村
举办红色主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肖开刚）近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叉河镇老宏村党支部举办“学党史、听党话、感
党恩”红色主题培训，让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悟
党的历史及其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使“学党史、
听党话、感党恩”内化为行动自觉。

当天，老宏村的支部党员、镇驻村干部先后
来到海南省档案馆、冯白驹故居、琼崖云龙改
编旧址。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文物、一段段感人
的革命事迹，让参加培训的党员干部接受了一
次生动而系统的党史教育，在精神上得到了一
次洗礼。

叉河镇老宏村负责人表示，这次主题培训旨在
进一步激发全体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推动
大家永葆党员的初心本色，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
的工作作风，投身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中，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本次红色主题培训由海南省宣传干部
培训中心、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海南新华书店
红歌快闪庆祝建党百年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海口湾演艺中心
上空响起高亢激昂的歌声，海南新华书店“颂建
党百年辉煌·承新华不渝初心”红歌主题快闪活
动在此上演，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光辉业绩，彰显
海南新华书店工作者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
挚情怀，展现他们奋进自贸港、砥砺新征程的精
神风貌。

连日来，海南新华书店在海南知名地标海口
湾演艺中心、琼崖红色书店、凤凰九里书屋以及
海口解放路书城等多地举办红歌主题快闪活动，
表达海南新华书店工作者对党和祖国的祝福，展
示新华书店宣传文化队伍的精气神，进一步凝心
聚力、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促进新华书店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

活动现场，新华书店工作者纷纷挥舞着手中
的红色旗帜，高唱红歌，立志传承红色基因，继续
奋斗在文化第一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自贸港
建设贡献力量。新华书店还通过“我和新华书
店”演讲比赛、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物造型展
示大赛和主题书展系列文化活动等，将文化战线
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推向高潮。

海口美兰区举办庆祝
建党百年书法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王
聘钊）7月1日，“翰墨丹青颂党恩”海口
美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书法作品展，在该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开展，展期至7月30日，市民游
客均可免费观展。

此次书法展表达了美兰区干部群
众凝心聚力谋发展，感恩新时代、建功
自贸港的决心。本次书法展共征集书
法作品160多件，展出的100件书法
展品形式多样，篆、隶、楷、行、草、篆刻
兼有。

学时代先锋 铸民族脊梁

■ 本报记者 邓钰

“每天，天蒙蒙亮时，就得开始采
茶，才能保证茶叶的新鲜。”7月4日，
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南农
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茶叶加工
厂，“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者
符小琴将制茶过程娓娓道来。

腼腆踏实，是人们给符小琴的评
价。即使获得过诸多荣誉，接受过许
多媒体采访，她仍然不善言辞，只有谈
到制茶时，才会打开话匣子。

虽然如今在制茶上已小有所成，
但符小琴却是个半路出家的“门外
汉”。用她的话来说，没进去茶厂前，

她连茶都很少喝。
2000年，符小琴进入茶厂工作，起

初跟着厂里的老师傅们学制茶，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
学。但有一次师傅临时请假，离了师傅
的符小琴“慌了”，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
并没有独立完成每道工序的能力。

此后，符小琴成了茶厂里的“游击
队员”，完成自己负责的工作后，默默
溜到别的工位上“偷师学艺”。久而久
之，她成了制茶班的“多面手”：看汤
色，知茶品；凭手感，控温度；瞅一眼、
闻香气，便可辨出茶叶的发酵程度。

正是这样的不服输、钻研到底的
工匠精神，让符小琴从一名普通的制

茶工人，走向了茶叶产品研发的道路。
2009年，海南农垦乌石白马岭茶

业有限公司的前身岭头茶厂转型重
组，并决定研发“新、精、优”高端产品，
并将任务交给高香茶班，作为班组的

“领头雁”——符小琴既兴奋又深感肩
上责任重大。

研发初期，茶厂经费紧张，设备少
而旧。为了探索出一套可行的加工工
艺流程，符小琴和团队每天用少量的
茶青原料做试验，采用不同的温度杀
青、揉捻、发酵、烘烤、对产品开汤审评
等，反复研究和试验，虚心请教老茶
工，整整一个夏天都在车间里度过，每
天工作在10个小时以上。

制茶工艺的干燥环节技术难度
大，火候难以掌控，温度过高、时间过
长会导致茶叶细碎、过干，温度不够又

无法充分挥发出茶香。为了攻克难
关，符小琴和团队反复尝试，轮流值守
在机器旁，定时用手感受茶叶湿度。

凭着这股死磕到底的韧劲，符小琴
和团队最终陆续研发出白马骏红、白马
君红、白马雾珠等在市场上颇受好评的
产品，实现了茶厂茶叶产品结构从单一
低质向产品多元化、高端优质的转变。

如今，如何提升茶叶研发能力，成为
符小琴的新课题。2015年3月，在省总
工会和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
支持下，符小琴劳模工作室成立，在她的
带领下，工作室始终坚持以创新研发为
纽带，全力打造优秀的制茶团队。

符小琴将岭头茶厂老师傅传帮带
的传统传承了下来，无论有经验的老
工人，或是啥也不懂的制茶“小白”，她
都能迅速地和大家打成一片，营造出

互帮互助的大家庭氛围，让每个人都
能在岗位上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正是这样一个拧成一股绳的集体，
在短短几年间，不仅研发出白马红珠、
白马金红等高端茶叶产品，又新研发出
了白马骏红针形茶和白茶茶饼两种新
品，一经上市便广受好评，快速占领高
端茶叶市场。 （本报营根7月4日电）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者符小琴：

匠心独具制好茶

近日，海口市龙华区骑楼老街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主题系列活动。图为《光景·骑楼》建党百年主题光影秀，吸引不少
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光景·骑楼

符小琴。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