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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经省委批准，海南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
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全省关
工组织迅速发展。目前，全省已成立
关工委组织8300多个，从事关心下一
代工作的“五老”达3.9万多人。

30年来，我省各级关工委坚持急
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
所能，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坚持
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积极发挥“五老”在思想
道德、家风家教、关爱帮扶、法治宣传
等方面的教育引导作用，为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
了积极贡献。

近5年来，省关工委被授予全国
关工委“十百千万·五老关爱行动”优
秀组织奖、海南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
号，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被评为
4A级慈善机构，屯昌县关工委被评
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建设先进单位，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关工委被评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县关工
委。全省共有8个基层关工委组织、
39位“五老”分别被中国关工委、中央
文明办授予关心下一代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称号。有11个基层关工委
组织和37位“五老”分别被评为全省
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占

受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总数的
52.9%和36.7%。

回顾我省关工委30年来取得的成
绩和经验，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关心
下一代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时刻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必须坚持关工委“急党
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所能”
的工作方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
把关心下一代工作置于海南自贸港建
设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必须坚持服
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以更长远的时代
眼光去看待关心下一代工作事业，以更
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去推动关心下一代
事业。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海南特区
精神，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使
关心下一代工作与时代同步，与改革开
放同行。必须加快推进“党建带关建”，
把关工委工作纳入党政工作重要议事
日程，把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党建
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把关工委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之中。必须坚持协同配合
形成合力，主动协助配合党政部门和群
团组织开展工作，加强与企业及社会组
织的联系与合作，在关心下一代工作
中相互支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环境。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关心下一代工作任重道远。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科学理论
统领新时代关工委工作，引导广大

“五老”与伟大思想同心，与科学理论
同向，增强拥护核心、爱戴核心、紧跟
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各级关工
委要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
精心谋划，组织广大“五老”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工作，努力开创新时代海南
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努力
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意见》是全面系统部署新时代关工
委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省关工委系
统和广大“五老”要统一思想，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意见》对做好
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意义，
明确任务、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加强
协作，对长期性任务要持续推进、久
久为功，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对近
期需要完成的工作，要把握时间节
奏，如期见效。要立足海南实际，找
差距补短板，多措并举，改革创新，推
动新时代关工委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教
育和法治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推动党史国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用好琼崖
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
红色资源，传承“琼崖革命23年红旗
不倒”的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要继续深入开展“五老”关
爱工程，不断完善青少年关爱服务体
系，提高关爱服务能力。认真贯彻省
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的部署，不断提高关爱保护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工作水平。依
托教育基地、儿童之家、农村留守儿
童之家等关心下一代工作阵地，协同
有关部门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
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等
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关爱与服务。

——要坚持务实创新，培育更多
家庭教育工作品牌。常态化开展好
家庭好家风宣讲、巡讲活动。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加强立德树人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继续打造好“半月一讲”“家长学
校”“新生家长第一课”“家庭教育乡
村行公益讲座”等品牌活动。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继续抓好乡村
学校劳动教育基地建设，培养学生正
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要扎实推进科技帮扶和科

普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
“五老”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不断加
大对乡村新型青年农民、青年产业工
人队伍的培训培养力度，更好地发挥

“五老”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服务和
推动作用。认真贯彻《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年）》，继
续开展好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
演讲团在琼巡回演讲活动，将其打造
成为我省科普教育新品牌。

——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进一
步提高关工委自身建设水平。完善
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与成员单位的合作。做好新时期“五
好”基层关工委创建工作，巩固拓展
组织体系。加大对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宣传力度，
增强“五老”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
感。加大对关工委领导班子和关工
委办公室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
高服务青少年的能力水平。

好雨知时节，老骥焕芳华，初心
永不改，三十再出发。在新的起点
上，让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尽心竭力关心、爱护青年，让海
南成为更多年轻人成就梦想的沃土；
像爱护培育花朵那样呵护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合格接班人，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五老”
力量！

初心永不改 三十再出发
——写在海南省关工委成立30周年之际

熊林盛
王基光
王槐汉
王茂汉
王晓燕（女）
史中光
陈孝芬
李治鹏
吴挺标
薛茂才
周桂梅（女）
吴 全
林世洲
沈育伦
郑凤转（女）
张小虹（女）
莫少霞（女）
王建中
王玉芳（女）
陈 鹃（女）
吴少兰（女）
王 伟（女）
刘丽玲（女）
刘继安
梅应群
韩 玉
邢福海
张俊康
陈世骥
吴日帅
董海进
曾学好
黎官儒
毛今新
关忠英（女）
汤 凯
陈德贤
谢敏儒
唐卓昌
陈桃教（女）
陈玉明
余景秀
吴兴助
范育平
唐勇才
陈 峰
刘云凯
谢文广
陈 轼
陈德政
梁定洲
陈长孝
王世浩
林香莲（女）
王裕芳
郑 敏
林明汉
何和秋
蔡笃传
韩培光
云惟良
符金珲（女）
欧德荣
黄有福（黎族）
刘须军

王先福
黄亚蛮
钟德清
李国华
林尤民
陈章家
李文忠
符章江（黎族）
符 玲（女）
郭教英（女）
林永梅（女，黎族）
王光林（黎族）
曾思英（女）
谢淑娟（女，黎族）
王心芳（女，黎族）
李日昌（苗族）
王生海（黎族）
刘文生（黎族）
杨国丁
黄河波
陈介如
石 明
陈 阳
吴毓安
王邦照
张泰泽
罗诗范
陈光泰
许 健
王有华
全德亮
陈振雄
陈茂春
陈冠诗
陈东凯
吴仕强
谢少玲（女）
陈明范
邱良炳
宋传夫
谢布平
孙衍吾
王春香
凌 云（女，壮族）
曾德强
曾令海
陈有琼
符名凤
王绥富
何世进
张孟蛟
李开强
周吉才
唐惠雄
郑文清
陈成玉（女）
刘辉东
林承禹
陈世明
钟曹毅
王小溢（黎族）
陈俏荣（黎族）
陈孙德
黄本二（黎族）
赵赞炬

高运权（黎族）
符君勇
符大文（黎族）
胡明锋（黎族）
姚崇生
黄秀兰（女，黎族）
李茂才（黎族）
黄明海（黎族）
庞天元（黎族）
吴 武（苗族）
符云汉
谭亚楚（黎族）
符彩英（女，黎族）
魏迎凤（女）
符亚扬（黎族）
羊金城（黎族）
吴 震
蔡小娟（女，黎族）
李维业
农学锋
黄汉泉
林开周
陈海林
母连云
周福贵（女）
王志光
王国强
吴玉英（女）
叶 坚
周琼华
胡 静（女）
唐国仁
陈朝恒
韩祝畴
王立紫
周国耀（满族）
陈玉书
吴 益
龙诚果
符广闻
董艺兵（女）
周卓钊
朱允森
王文芳（女）
唐学斌
杨 谦
李良智
郭凤英（女）
吴日新
麦联南（女）
刘美华（女）
陈修演
李幼伍（女，瑶族）
韩 美（女）
罗玉吨
许达民
郑有基
郑 红（女）
林 虎
林万里
蔡道敬
蔡 力
王平斌（黎族）
陈怡羽（女）
林芳发

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

●共建设党史国史教育基地26个，其中全
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6个

●成立了 321 个“五老”报告团，组织 7800
多人次“五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
9600多场，受教育青少年100多万人次

●放映红色革命电影6225场，观众达74万多人次
●连续5年开展全省“红心向党”演讲朗诵

比赛，每年参加活动的中小学生达50多万人次

参与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2500多名“五老”参加涉毒青少年帮教工

作，举办禁毒教育报告会2600多场
●播放禁毒电影4300多场，观众达54万多

人次
●在全省各中小学开展禁毒知识测试活动

1万多场，参加学生人数达50多万人次
●组织宪法知识竞赛等普法活动 4000 多

场，参加人数超过120多万人次

大力推动科普教育

●全省共建设科技扶贫示范基地10个，举
办388期农村科技培训班，培训青年农民3万余人

●邀请中科院老科学家来琼巡回演讲，在
全省11个市县、102所中小学校，举行了102场
高水平科普报告，约3.6万学生现场聆听，90多

万人次通过视频观看

“五老”关爱行动结硕果

●全省共建立了14所省级“关心下一代教
育基地”，培育了10家省级“儿童之家”，其中有
3家被评为“全国优秀儿童之家”

●全省共向贫困家庭儿童捐赠3万套“爱心
书桌椅”，捐赠1.37万册“爱心图书”

●发动社会力量筹资约1.8亿元，资助贫困
学生2.5万多人次

打造家庭教育新品牌

●开展“半月一讲”线上家庭教育活动，已

累计播出68期，观众达480万人次
●创建“家庭教育乡村行公益讲座”新品

牌，在全省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424场，听课
人数达20多万人次

●举办家长学校骨干教师培训班23场，培
训教师4400多人

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全省各级关工组织8000多个，在册五老
3万余人

●关工委组织乡镇（街道）覆盖率达95.5%，
村（社区）达90%，公办学校达93%。“五好基层关
工委”占比达51.8%

●创建关心下一代活动阵地1268个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琼崖革命后代宣讲团”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委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龙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琼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琼山区第五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口市第四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吉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天涯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海棠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崖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妇女联合会
三亚华侨医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第七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育才中心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大成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东成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那大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雅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儋州市第一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
洋浦第一小学关工小组
琼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海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海市嘉积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海市万泉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红色娘子军连红军小学关工小组
文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昌市重兴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昌市铺前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昌市东路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昌市南阳中心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万宁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万宁市和乐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万宁市山根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万宁市山根镇立岭村关工小组
东方市大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方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方市铁路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方市第五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五指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五指山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五指山市河北东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领导小组
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乐东黎族自治县实验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乐东第一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澄迈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澄迈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澄迈县金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澄迈县文儒镇坡尾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皇桐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加来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人民法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
定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定安县雷鸣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定安县第一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定安县定城镇西门社区关工小组
屯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屯昌县新兴镇南岐村关工小组
屯昌县西昌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屯昌县屯城镇屯昌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鲁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昌江黎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矿区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中信宜商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琼台师范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农业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农垦海口中专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海南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工作者
（共195名）

（本版策划/林蔚 撰文/王飞 陈怡羽）

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突出贡献奖
（共23名）

陆 军
邢诒孔
林 坚
郑绍儒
邓敦高
罗九如（女）
符亚利（女）
郑坚毅

王柱国
文国达
赵开洪
詹耀松
王永和
刘春花（女）
王仕锦
符秀莲（女，黎族）

杨先乙
许勤英
王 乙
陈德基
罗坤金
陈传汉
黎文清

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荣誉奖
（共21名）

陈有善
王秀凯
陈堪富
朱义豪
谢有造
胡婉（女）
符国仲

陈开岩
陈洪光
李朝芳
王善昌
符秀选
林春岩（女）
郑盛川

文光朝
林芝栋
唐敏昌（黎族）
彭定妹（女）
董元培（黎族）
刘宗周
吴体伟

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
（110个）

数读海南关工（2017—2021）

光 荣 榜

■ 海南省关工委

省关工委等单位举办爱心书桌椅捐赠活动。
省关工委供图

我省中职学生在“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
地”——海南农垦博物馆参观。 丰收 摄

“老少同声颂党恩、携手喜迎二十大”游基地、学党史活
动在中共琼崖一大会址举行。 省关工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