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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市县委书记访谈
为民办实事

琼海南堀小学即将投用
预计增加3240个学位

本报嘉积10月2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李
想）10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琼海市南堀小学项
目工地上看到，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工人正对校园
路面辅路部分进行铺装，6栋教学楼均已完成内部
保修和清洁。该项目投用后，预计可容纳3240个学
位，将进一步缓解琼海城区学位紧张状况。

南堀小学工程项目总投资2.0449亿元，项目
由6栋教学楼，1栋艺术楼，1栋体育楼和地下停
车库等单体建筑组成。学校规划设置72个班级，
可容纳3240个学位。

琼海市南堀小学工程项目执行经理朱云介
绍，南堀小学工程项目是琼海市重点民生项目之
一。为了让项目尽早交付，项目上数百名建设工人
连续奋战，放弃中秋、国庆等假期，昼夜推进建设。
项目自2020年7月启动以来，在做到保质保量、保
安全保文明施工的前提下加快项目推进速度。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消除大班额、
缓解学位紧张，是该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工作之
一，未来随着南堀小学建成投用，嘉积中学海桂学
校新建教室投用等，琼海义务教育大班额现象将
得到改变，提供更公平、优质的教育。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一条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的消息，让定安夕阳红“候鸟”人才工
作站的微信群“热闹”起来。老人们组
成“夕阳红”宣讲团，将党史学习教育
的课堂搬进红色景区、纪念展馆，将党
的声音传播至社区、乡村、学校……

10月24日，一篇题为《银鬓传党
音 夕阳分外红》的通讯报道在《海南
日报》刊发，讲述了定安“候鸟”老人组
团到基层宣讲党史的故事。

在省委宣传部部署指导下，海南
各级各类媒体持续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等专版专栏，充分宣传阐
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及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用
心用情展示海南人民积极参与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鲜活案例，营造
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浓郁氛围。

抢抓时间节点
掀起报道高潮

10月1日清晨，文昌市锦山镇厚
禄村里，五星红旗在人们的注目中冉
冉升起。作为升旗手，67岁老党员陈

奕喜面对镜头袒露心声：“这是我亲手
建起来的升旗台。每一次举办升旗仪
式，我都非常激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报道持续升
温，营造出了浓厚的氛围。7月以来，
海南各级各类媒体抓住“八一”建军
节、“十一”国庆节、第八个烈士纪念
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等重要时
间节点，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党史学习
教育宣传报道高潮。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海
南新闻联播》开设了“祖国颂”专栏，分
设“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乡村我的家”
等子栏目；《海南日报》同样推出了“祖
国颂”专栏，下设“向国旗敬礼”“同唱
一首歌”“畅游自贸港”“党员在一线”
等子栏目，全方位、全景式、立体化地
诠释了海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欢喜
与期盼、坚守与奋斗。

海口市民刘祥保存了10月2日
的《海南日报》，这份报纸在当天的

“向国旗敬礼”子栏目中，以点带面
报道了全省上下“同升一面旗”的生
动场景，“当我读到我的母校——琼
台师范学院学生发表国旗下的讲
话，我的心里也涌动着一股热情！”
刘祥说。

他还一直关注该报创新开设的
“学史明理”专栏，认为该专栏重点扫
描生动鲜活的党史故事和人物，刊发
的《品味真理的“甘甜”》《信仰比黄金
更珍贵》等短小精悍、说理生动的文
章，可以带领读者探寻历史的生动细
节，感悟感人肺腑的初心力量。

加强舆论监督
反映群众呼声

忆往思来，既能涵养绝对忠诚的
意志品质，更能赓续知行合一的实干
精神。

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海南各级各类媒体持续深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创新做法，助
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言辞犀利、直击痛点——《破除顶
风作案背后的侥幸心理》《莫做隔靴搔
痒“假把式”》《破除各自为政的狭隘思
维》……一篇篇评论文章直指“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不足；

深入基层、剖析案例——《我省创
新建立数字化监管模式，进一步加强

欠薪源头治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推动征信系统共享，提高群众办
事效率》等报道，既回应了群众关切又
介绍了改革经验，进一步激发了各地
各部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近日，一位海口市民通过新海
南客户端反映，北京师范大学海口
附属学校门口工程车辆较多，造成
了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接到反映
后，新海南客户端记者前往该校附
近工地采访并与工地负责人沟通。
该负责人表示，将加强车辆管理，对
限行时段通行车辆采取内部惩罚措
施。对此，反映情况的市民表示：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海南媒体很
好地承担了反映群众呼声、解决群
众困难的职责！”

实现深度融合
引发情感共鸣

在海南省史志馆中，“金小椰”
发现了一支全是女兵的战斗队伍。
为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红色故
事，他走进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并与她们一同“经历”了一场惊险刺

激的战斗……
“金小椰”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原

创动漫作品《椰子兄弟奇遇记》的主
角，也是一个全新的原创海南主题人
物IP。他的使命就是带领大家在现
实与历史的交替中，追忆琼崖军民坚
持武装革命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的红色故事。这一作品得到了新华社
等中央主要媒体转载，全网累计观看
量突破1000万+。

拓宽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报道的深
度和广度，海南各级各类媒体拿出新
创意、采用新技术，推出了一系列有新
意、有温度的融媒产品——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海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推出的融媒体
系列作品党史小课堂《了不起的共产
党》，采用提问+讲述+VCR的形式讲
述党史故事，目前已推出的《毛泽东巧
施“空城计”，一笔吓退十万兵》等170
余集短视频，深受海南观众特别是青
少年的好评。

三沙卫视精心制作的视频《唱支
山歌给党听》，通过其全媒体矩阵推出
后，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
鸣。上线仅一周时间全网累计触达用
户513万，视频播放量超过225万次。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海南媒体持续开设专版专栏加大报道力度，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讲党史 传党音 聚民心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秦海灵

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
记徐斌就琼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创新形式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等内容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专访。

问：琼中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
过程中主要有哪些特点、亮点？

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中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和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总要求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总目标，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
按照既定步骤和目标，扎实推进全县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总体上看，
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坚持全员广泛参与，党史学习
教育氛围浓厚。按照中央、省委的学习
部署要求，我们始终把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带领
全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入开展“关键少
数”带头学、全体党员普遍学、“青少年
群体”融入学、普通群众参与学“四学”

活动，推动全县497个基层党组织、1.3
万名党员实现全覆盖，参与的青少年学
生和群众达8万人次以上，开展各类专
题学习研讨、党课宣讲、现场体验教学
等活动3000场次以上。

二是坚持丰富教育形式，党史学
习教育生动鲜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军
营、进农村、进网络“七进”活动，针对
不同群体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
学习教育。

三是坚持学干双向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强县利民。我们坚持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工作成效上。
突出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县
级层面梳理为民办实事事项3批25
项，已完成20项，完成率达80%，各单
位为民办实事事项320项，已完成241
项，完成率达75%，受益群众达5万人。

问：针对党员、干部、群众等不同
群体，琼中如何创新形式多元表达，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答：我们抓好“关键少数”带头学，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针对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制定全年集中学习专题研讨计
划，采取“指定讨论发言+随机点评”
的方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抓好全体
党员普遍学，全县67个党委（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累计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700多场，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理
论测试200多场，以考促学让党史学
习入脑入心；抓好“青少年群体”融入
学，专门制定教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
任务清单，累计开展党史知识进校园
50多场次、升国旗微演讲160多场
次、主题班会200多场次、播放爱国歌
曲3000多次、受教育青少年学生达
2万余人次，在广大青少年学生心中
播下知史爱国、知党爱党的种子；抓好
普通群众参与学，精心挑选一批红色
电影，在电影院及100个行政村开展

“红色观影”活动，播放党史题材电影
150多场次，近2万多人次党员群众
参与集中观看，进一步深化了人民群
众对党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永远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志愿申请入党的
普通群众越来越多。

问：琼中如何以学促干，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惠民利民？

答：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中
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学史力行基础性工程抓好落实，坚
持开门搞活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的民生实事，采取单位主动
找、媒体公开征、领导调研推等多种渠
道和方式收集事项清单，并将责任压
实到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地见效。主
要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开门纳谏，广泛征求意
见。面向基层群众、生产生活一线、下
属单位、工作服务对象，聚焦就业、教
育、医疗、住房、养老、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乡村振兴等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征求意见建议。

二是坚持下沉调研，形成清单台
账。在前期充分收集梳理意见问题的
基础上，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进企
业、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乡镇、
进农村开展深入调研，围绕群众反映
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瞄
准发展堵点、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认
真评估筛选，集中分析研判，研究解决
方案，明确事项、具体措施、责任人员、
进展情况、办结时限、完成情况，通过
清单台账销号制管理，确保“人人身上
有任务，个个肩上有重担”。

三是坚持灵活创新，推动落实落
地。各级基层党组织及领导干部紧
盯清单台账，主动认领任务，担起政
治责任，将涉及本单位及自身的事项
抓好落实。9个巡回指导组对各单
位“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行
督查和指导，通过电话访谈、个别谈
话了解、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明察暗
访等方式，听民意、察实情、抓整改、
促落实，对“我为群众办实事”开展进
度、措施、效果、问题等跟进了解，随
时掌握。

问：琼中具体如何将党史学习教
育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把学习教
育成果体现在工作成效上？

答：为民办实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最终落脚点，从一开始琼中就把解决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学习
成果的根本标尺，着力解决了一批社会
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

譬如，我们扎实开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全省首创“督考合
一”改革，通过实行“137”督办工作机
制，提升干部工作执行力和创新力；率
先在全省试点开设“未办成事”协调服
务窗口，加大力度协调解决企业、群众
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针对“专
项资金争取难”问题，定期研究推进争
取上级项目和资金情况，共争取上级
资金11.08亿元，同时，将13家县属国
企重组为乡村振兴公司、加钗控股公
司、中部菜篮子公司等3大融资平台
公司，通过市场筹集资金，获得银行授
信32亿元，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可
靠的资金保障来源；针对全县发展动
力不足，结合琼中实际，打出做大做强
琼中女足、推进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
物流园申报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以及琼中申报国家森林康养示范县等
发展举措“组合拳”，目前，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国家森林康养示范县等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将进一步增强琼
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后劲。

（本报营根10月28日电）

海南日报记者专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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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今年6月15日，南开大学附属中
学儋州市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南开附
中儋州一中）历史报刊展在该校图书
馆开展，该校党委精挑细选展出时间
跨度100年的报纸版面，全面展现党
的光辉历程。10月28日，再一次观
看历史报刊展的高三（18）班学生李
秋菊说：“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共
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振兴，我
们更加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念，努力学习，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合格接班人。”

南开附中儋州一中是省一级甲等
学校，在校生人数3942人。自党史学
习教育启动以来，校党委把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引导

广大师生学党史、感恩党、听党话、跟
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截至目前，学校每周的政治、历
史、语文和专题思政课等5节课涉及
党史教育内容；共举办党史讲座6堂；
举办有关党史学习教育的活动12项。

据悉，儋州市委全面部署党史学
习教育，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承担
第一责任人职责，从严抓好落实，市
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讲党史。4月2
日，在南开附中儋州一中东坡讲堂，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给400多名学
生上了一堂特殊的党史思政课：《爱
党爱国爱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
追求》。他说：“希望同学们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努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合格接班人。”

以党建引领德育教育，构建“嵌入
式”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活动模式，
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德育工作中。南
开附中儋州一中开设形式多样的德育
阵地，举办“四史”主题班会、开展“国
旗下讲党史”活动等，引导学生存爱国
之心、立报国之志。

着眼于立德树人，充分发挥课堂
主阵地作用，南开附中儋州一中按照

“大思政课”思路，把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少年
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该
校把思政课专用教室的多媒体设备与
学习强国平台打通，把党史内容科学
地融入思政课教学。

据了解，南开附中儋州一中将党
史教育有机融入多个学科教学之中，
发挥语文、历史、思想政治课等主渠道
作用，切实把党史教育融入课堂，引导
学生主动积极学党史、知国史、颂党
恩、跟党走，从党史中汲取精神营养。

南开附中儋州一中充分发掘利用
儋州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上好

党史学习教育现场体验课。学生走出
校园，走进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参观歃
血结盟纪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更加深刻地感受党史、理解党史内容。

结合“五四”青年节、“九一八”等
重要时间节点，南开附中儋州一中引
导青少年学生重温红色故事，重温入
团仪式，传承红色精神，深化感恩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青少年的爱国
主义情感。9月18日，学校德育室组
织高中班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
会“勿忘国耻，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符健、钟凤叶、王卓等教师通过班会课
件和视频，再现历史情景，以国殇之痛
教育学生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振兴中
华。高三（10）班学生韦剑蓉说：“生
活在和平年代，但不能忘记国耻。要
好好读书，努力奋斗，建设更加强大的
祖国。”

（本报那大10月28日电）

南开附中儋州一中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创新育人平台 丰富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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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模范人物先进事迹
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海口

讲述榜样故事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计思佳）10月
28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身边的榜样”典
型模范人物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海口专场举
行。来自海口各行各业党员群众代表近300人到
场聆听报告。

10名宣讲团成员分别由1名“七一勋章”获
得者、4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名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2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2名被
省委追授的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由采访记者代
讲）组成，来自机关、乡镇、企业、医院等单位，覆盖
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城市建设、护海维权、外事工
作、纪委监委等多个行业领域战线。

报告会上，各位宣讲员用朴实的语言和真挚
的情感，向与会人员讲述了他们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用实际
行动和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七一勋
章”获得者王书茂，守护南海36年，坚决捍卫我国
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海垦职
工符小琴靠着不服输、钻研到底的工匠精神，研发
出多款茶叶新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施茶村党委书记洪义乾，连续26年带领村民以党
建为引领，大力发展火山石斛、无核荔枝等特色产
业，让施茶村从贫困村蝶变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
乡村……

在倾听宣讲人事迹报告过程中，海口市滨海
第九小学德育处主任孙傲几次落泪，“听完宣讲
后，我深受感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在负重前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向身边榜样
学习，高标准、严要求，用心上好每一堂课，为海南
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添砖加瓦。”

据介绍，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省委宣传部在全省范围举办“身边的榜样”典型
模范人物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活动旨在讲好
身边共产党员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凝
聚起勠力同心、锐意进取的磅礴力量，引导全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昌江组织农技专家为村民授课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本报石碌10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10月27日，2021年昌江
黎族自治县农作物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现场培训会
在十月田镇红田农场三队举行。昌江创新培训形
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把课堂搬到田间地
头，组织县农技专家现场授课，指导村民更好开展
农作物种植，促进村民增收。

现场，县农技专家以“耕地质量提升促进农药
化肥减量增效技术”为主题，将理论和实际案例相
结合，为村民讲解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土壤改良技
术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农业情况和知识。

接地气的培训方式，赢得村民一致好评。“以
前大家都不懂怎么科学用化肥。通过培训，学到
了很多知识。”十月田镇王炸村村民陈亚总说。

“在田间地头举办培训，能让村民更好地懂得
怎么使用化肥、农药，提升耕地地力。”昌江热作技
术服务中心主任林日波说，此次培训可以让村民更
好掌握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土壤酸化改良等农
业知识，进一步加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宣传
力度，助力昌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