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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新时代文明实践焕发文明新气象
� �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和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的一次重
要部署 ， 对于提升人民思想觉
悟 、道德水准 、文明素养和全社
会文明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扎实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试点建设。 全市已建成文明
实践中心 4 个、 文明实践所 117
个、文明实践站 1713 个。 这些场
所正在成为传播科学理论的大
众平台、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的坚强阵地、培养时代新人和弘
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开展中
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党的创新理论在这里传播

“全会制订新规划，内容概括
‘十四五’，群众点赞都说好，都鼓
掌。”11月 27日，蔡甸经济开发区
龙王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
举行“龙王庙人学全会” 主题活
动。社区志愿者表演的三句半《五
中全会开新篇》句句接地气，引得
现场居民拍手叫好。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市的重要政治任务。 连日
来，长江日报记者走访全市各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
看到处处洋溢着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的火热气氛。

在硚口区营北社区，辖区内
近百名“红色文艺轻骑兵”百姓
宣讲员将全会精神融入中国戏
曲、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旗
袍等传统艺术形式，搬上宣讲舞
台， 用传统文艺的形式解读精
神，展示成就，诠释变化，让全会
精神真正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请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学习
五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在江夏
区五里界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一场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体会“一句话”宣讲活动，吸引了
几十位辖区居民参与。

“十镇百村走访座谈听汇
报，千户万人集思广益献计策”。
在新洲区， 省曲艺家协会理事、
“新洲快书” 创始人段先明将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编成朗
朗上口的对口快板书，用“新洲
快书”形式向群众宣讲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的核心任务，就是把党的创新理
论送到千家万户。 ”如今，走进武
汉的大街小巷、村庄院落、田间
地头，经常见到走村串户的宣讲
“轻骑兵”。 黄陂区“周三有约”文
艺志愿者宣讲队、蔡甸区“汉江
讲坛”、 东西湖区的党员常青宣
讲队，都是群众眼中的“明星”。
他们用“理论+百姓+文艺”“宣
讲+文艺”等形式，把党“想说的”
和群众“想听的”结合起来，使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在这里提升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 武汉各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站、所）都建立起了
群众身边的志愿者队伍，贴心服
务让群众倍感温暖。

11 月 26 日， 青山区八吉府
街建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开展了一场“全民健身 你
我同行”志愿服务活动。 众多志
愿者前来助阵， 运动技术指导、
后勤服务、啦啦队等都不乏他们
的身影。 筷子夹豆、托举乒乓球
竞走、齐心协力竞走等一个个有
趣的运动项目，引得现场居民个
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派热
闹欢快的景象。

在新洲区邾城街四小，一场
生命救援课程如约举行，上百名
学生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心
肺复苏的基本技能。 新洲区青春
飞扬志愿服务中心会长张方军
介绍，当地目前已有多所小学都
学习了这项课程，下一步还会联

系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学会生
命救援的基本知识。

在黄陂区，居民有什么政策
咨询、文化娱乐、助残扶困的需
求，都可以通过掌上黄陂 App 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入口中的“你
呼我应”专栏表达“微心愿”。 对
于这些留言， 都有专人收集、集
体研判。 成熟的项目通过区志愿
服务总队或分队或小队直接完
成，一时有困难而又合理的“微
心愿” 则通过中心孵化器孵化，
待成熟后派单服务上门。

考虑到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
不会上网表达“微心愿”的情况，
黄陂区要求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实现“三个一”，即配备一名文
明实践专干、 设置一个微心愿记
录本、一天收集一次群众需求。

“文明实践的主体是志愿
者，主要实践方式是志愿服务。 ”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不断探索
志愿服务新机制，充分激发志愿
者活力，是武汉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经验。

武汉市还采用多元化激励
方式， 通过完善志愿者保险制
度，推广“爱心银行”“爱心公益
超市”志愿服务积分储蓄兑换做
法，推动志愿服务激励回馈融入
市民日常生活。

文明健康新风尚在这里生成

弘扬好家风好民风、 垃圾分
类投放、推广分餐公筷，武汉正以
文明实践中心（站、所）为阵地，大
力弘扬社会新风尚， 倡导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将军山，武汉最高山。 位于
山上的将军山村，是新洲区最偏
远的村。 11 月 12 日，一场“乡贤
故事会”在这里举行。 故事会的
主讲人是新洲区的两位“新乡
贤”何春保和易求喜。 他们都是
2019 年新洲区十大“最美家庭”
的成员。

作为新洲区徐古镇福利院
院长，何春保已经为老人们服务
了十六七年。 他照顾过抗美援朝
的老战士、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
五保户。 何春保家里也有多位老

人， 长期以来婆媳关系和谐，一
家老小和谐幸福。 易求喜是木工
出身，2005 年靠两头猪起家，开
始搞养殖。 几年时间里，不断调
整猪的品种， 扩大养殖规模，现
在已经有 6000 多头良种猪。 现
在他又开始拓展新的市场，在麻
城流转了 1000 多亩土地， 种中
药材。“坚持做一件事，只要能吃
苦，一定会有收获。 ”

10 月 19 日， 江夏区金口街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市农科
院博士谭珺隽，在金口小学通过

“现场讲授＋网络直播”方式给全
街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精彩的“节
约粮食 、 杜绝浪费 ” 云上课
堂———《一粒米的传奇》。

谭珺隽带领同学们从诵读
唐代李绅的《悯农》开始，逐步认
识水稻的类型，又通过视频向学
生们展示了稻谷从播种到收割
的全过程。“农民伯伯种的粮食
真是来之不易， 要经过 20 多道
工序才能成为香喷喷的米饭。 我
们平时吃饭要节约粮食，不铺张
浪费，吃多少，打多少。 ”金口小
学五（1）班学生周楚涵说。

在东西湖区银湖御园小区
内，随处可见用废旧轮胎做成的
小花坛，轮胎表面喷绘着各种花
纹图案，中间填上泥土种植花花
草草，植物旁边竖着木制的花草
认养牌，沿着小区的步行道依次
摆放。

“这是我们和下沉党员一起
策划和制作的。 ”花城社区书记
魏彦辉介绍，下沉到社区报到的
党员，提出可以将废旧轮胎转换
成艺术品和装饰品，既可装点环
境，也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生动宣讲入人心、志愿服务
暖人心、成风化俗聚人心……这
些新气象的背后，是各级文明实
践中心（站、所）凝聚群众、引导
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落
地见效。 市文明办表示，我市将
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活动形式与内容，吸引群众参
与，真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据文明武汉）

每天下午一放学，王昊就拉
着妹妹前往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那里有位年轻的“乡村妈妈”在
等他们。

出校门走两三分钟，不用过马
路就到了“乡村妈妈”所在的竹林
社区“爱心驿站”，兄妹俩按照桌
上贴的姓名卡找到座位， 坐下就
开始写作业。 这里的 40多个孩子
和他们兄妹俩一样都在上小学。

21 岁的社区工作者杨婷今
年大学刚毕业就当起了“乡村妈
妈”，她清点完人数，随时为孩子
们答疑解惑。大学时取得小学语
文教师资格证的她，没想到这里

成了自己第一个“教学实践点”。
竹林社区是宁夏固原市隆

德县最大的“村改居”社区。“我
们之前入户摸排发现，社区有不
少留守儿童。 ”杨婷说。

王昊老家在隆德县凤岭乡齐
岔村，3年前父母为追求更好的教
育， 在竹林社区租房供他在附近
的乡镇小学读书， 由爷爷奶奶照
顾，父母则外出打工。“我们老两
口都不识字，不会辅导作业，我还
要经常回老家种地干活， 老伴儿
心脏病做了手术， 最多能给娃娃
做做饭。 ”王昊的爷爷王俊录说。

相较于城里娃有条件参加

托管班、“四点半”课堂、兴趣班
等， 乡村课外教育资源短缺，加
之许多父母常年外出打工无力
监管，放学后这段“真空时间段”
里“孩子去哪儿”的问题尤为突
出。隆德县团委书记田野告诉记
者，由于家庭教育缺失，一些留
守儿童学习跟不上，容易产生自
卑心理，性格易变得孤僻。

2018 年底， 得益于闽宁协
作， 在福建省两家企业支持下，
隆德县在全县 13 个乡镇建成
20 所“爱心驿站”，招募志愿者
担任“乡村妈妈”，为留守儿童开
展学业辅导、心理疏导、亲情陪

护、安全教育等工作。
“我们尽力找学历高、有爱

心的年轻妇女，这些‘乡村妈妈’
中有 6 个本科毕业生，其他是高
中或大专学历， 有农村留守妇
女，也有妇女主任。”田野说，“乡
村妈妈”每月有 2000 元补贴，隆
德县每年还对她们开展两次培
训，请高校教育学专家讲课。

竹林社区的“爱心驿站”是
一间会议室改造的教室，桌椅齐
全，书架摆满彩色图书，墙上贴
着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
王昊很喜欢这里，“早点写完作
业就可以看课外书，周末还能和

小伙伴看电影、玩游戏。 ”
杨婷告诉记者，这两年一些

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明显进步，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心理发生了
变化，作业能写完，在学校受到
老师表扬， 孩子们有了自信心，
会表现得更好。 ”

目前隆德县“爱心驿站”已
累计为 400 余名留守儿童服务，
田野觉得这还远远不够。“现在
一些‘乡村妈妈’专业性不足，更
多发挥的是亲情陪护的作用，明
年我们准备组织她们到区外大
城市学习，为孩子们提供更专业
的课后服务。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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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川街德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为社区老人提供义
诊和健康体检服务

留守儿童有了“乡村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