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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让人人成为文明实践参与者

群众在哪里
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走进福州晋安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展厅，“践行新思想”宣
传栏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重要讲话精神十分
醒目：“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同行”“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展厅
里， 晋安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主
任邱培铮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不少人离馆前来到门口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招募站，拿出手
机扫一扫二维码进行注册，成为
一名光荣的晋安志愿者。

“2019 年 10 月，晋安区被确
定为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区。 作为文明实
践的‘中枢’，2020 年 12 月 5 日
国际志愿者日，晋安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福
州晋安区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卓婷婷向记者介绍说，文明
实践中心集中开展文明实践服
务及宣教工作，面对面了解群众
需求、 为民众提供便民志愿服
务， 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交流、
文明实践宣讲以及孵化培育本
地志愿服务组织等工作。

“凝聚群众、引领群众，以文
化人、 成风化俗的目标要求我
们，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 ”卓婷婷这样说。

晋安区公园多，公园里群众
多。 晋安把各类公园打造成聚民
心、暖人心的惠民阵地。 当地依
托茶园街道环南公园，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公园， 进行孝廉文
化、古厝文化、身边好人等宣传，
同时开展各类便民惠民新时代
志愿服务活动； 依托南湖公园，
建设象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 引导群众开展基层宣讲、移
风易俗等文明实践活动。

卓婷婷介绍，晋安区还依托
全区现有各级文化站、党员活动
室、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基层
意识形态主阵地，因地制宜设立
了 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9

个乡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194 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形成三级全覆盖、点多
面广的“一刻钟服务圈”，居民步
行 15 分钟即可享受到志愿者提
供的多样化便捷服务。

“五中全会指航程，前进路
上方向明……” 每天上午 9 点，
莆田市荔城区各镇街、村居的智
慧广播便开始工作，正在播放的
是莆仙“乡土调”梆鼓说唱《学全
会精神》，通俗易懂好记。

荔城区是福建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县区之一。
为了推动新思想“落地生根”，荔
城区盘活全区 6 个镇街文明实
践所、130 个村居文明实践站的
智慧广播，代替传统“村村通”，
实现区域宣传全覆盖。

荔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
委文明办主任范志阳介绍，当地
广泛动员基层宣讲志愿者，用好
“学习强国”平台优质资源库，用
老百姓听得懂、 记得牢的乡土
话，传播党的好声音。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乡村振兴有了精气神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但
是引导人们坚定自信、团结奋斗
的有效载体， 也是整合各方资
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
需要的服务中心。

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接
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 福建充分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所
（站）作用，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场
所成为富农励志的“加油站”。

在福州福飞路 1号，有个专售
北峰山区生态农产品的小店。 地
瓜、笋干、山茶油、青红酒等来自山
区的农副产品琳琅满目。“这是我
们的一个公益志愿者项目。 ”正值
周六， 在店里值守的是志愿者、福
州新店社区党总支书记吴林徽。她
介绍，福州北峰山区海拔高，当地
村民种植、养殖的农副产品虽然优
质无污染，但因为交通不便，经常
出现滞销现象，影响农民的经济收
入和生产积极性。吴林徽通过社区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开展“助农在新店”公益项目。他们
一边深入山区联系了解农户的生
产情况和销售需求，一边协调场地
开起了这间小店，用于推介销售北
峰山区农副产品。

“你看，我们这里的每样农
产品都称斤上架， 标上价格，并
贴上每个农户的收款二维码。 顾
客购买后钱直接到达农户账户，
无中间商赚取差价，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 ”吴林徽介绍，目前，“助
农在新店”公益项目已与北峰山
区 70 多家农户建立合作， 与各
联盟单位 1000 余人次开展“公益
助农”志愿活动。 2020 年为北峰
山区农户创收 100 多万元。

又到周末，福清市新厝镇硋灶
村的“文化大院”里，村民们齐聚一
堂，兴致勃勃地欣赏台上文艺志愿
者的精彩表演。 这个村的“文化大
院”如今也是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 2018年 12月 5日，福清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 在“文
化大院”， 群众也是演员， 他们自
创、自编、自排、自演了一批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充满乡土气息和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点燃了农
村文化的火种。“富口袋”后又“富
脑袋”， 健康向上的文化在潜移默
化中落地生根，极大地提振了乡村
振兴的精气神。

从一颗心变万众一心
志愿服务创出特色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就是要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让
传播、践行新思想成为群众自发
与自觉行动，培育塑造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并由此打造中国特
色志愿服务体系。

绿意盎然的八闽大地，志愿
服务就在身边。 在晋安的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点，扫一扫街头的二
维码，就可以登陆“志愿晋安”微
信小程序。 这个页面上包含志愿
者注册、志愿活动发布、群众点
单等多项功能。 简单的几个步
骤，建立起了群众“点单”、中心

“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
单”的闭环工作模式，双向互动，
实现志愿服务供需无缝对接。

一个志愿者就是一粒火种。
3 月 27 日下午，在石狮市祥芝镇
东大垵海边，140 多位志愿者提
着箩筐正在清理海漂垃圾。 石狮
市祥芝镇是泉州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镇。

“我们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
成立于 2014 年 7 月，从当初只有

我们夫妻两人， 发展到如今的
376 人。 ”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蔡
加渐、陈省华夫妇说，到目前为
止，协会发动净滩活动近 700 场，
参与志愿达者 10 余万人次。

发挥人民主体性
让新思想落地生根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是
人民群众。“新时代文明实践，一
定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
积极性，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 ”郑碧强这样认为。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
两岸走。 ”在福建武夷山，有个“竹
筏宣讲队”。 武夷山市委文明办主
任吴功标说，九曲溪竹筏漂流是武
夷山旅游的核心和精华，5年来，累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近 500万人次。

“我们组建竹筏工志愿服务队，打
造‘竹筏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
目，开展接地气、受欢迎、有特色的
宣讲活动，传播新思想，倡导新风
尚。 ”吴功标说，志愿者根据游客的
需求，在竹筏游览过程中，除景观
讲解外， 还穿插提供党的政策理
论、新时代文明宣讲、武夷山特色
茶文化和朱子文化等志愿讲解服
务，深受广大游客欢迎。 项目启动
以来，共开展“流动的竹筏”宣讲 4
万多次，服务对象近 30万人。新时
代文明实践在小小的竹筏上动起
来、活起来、火起来。

在泉州市马甲镇永安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有个“学习强
国”线下体验中心，打造“学习强
国”线上学习与线下参与的学习
推广新模式。 体验中心建有大讲
堂，设置点播台和达人榜，定期
开展交流、服务、分享活动，完成
家门口的“充电”和“补钙”。 同时
推出线下“学习强国”积分兑换
模式，分为爱心积分、最美庭院
积分、红白事简办积分等，带动
乡风文明全面提升。

春色不负早行人。 放眼八闽大
地， 群众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方兴
未艾：三明市的“风展红旗如画”红
色故事宣讲、 蒲城县里传承“非遗
梦”的“剪花嫂”、福安市的乡村教育
院、晋江围头村的“主题村日”……
花开八闽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正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心有
所系、情有所寄的“心灵驿站”，愿意
去、经常去的“文化乐园”，弘扬时代
新风、创造美好生活的“文明家园”。

（据《光明日报》）

“美丽福安，我们在行动”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启动仪式暨环城乐跑活动

� 八闽春来早 。 周日
的暖阳下 ， 福建

省福州市晋安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公园 （环南公园）里
人头攒动，福建健康科普志
愿者艺术团、福州太极养生
堂、星之缘柔力球队等数支
志愿服务团队正在这里为
市民们带来喜闻乐见的文
艺表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
悟 、道德水准 、文明素养和
全社会文明程度。 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载体。 “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体力量是志愿者，
主 要 活 动 方 式 是 志 愿 服
务。 ”福建师范大学海峡社
会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志
愿者协会监事长郑碧强表
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 就是要整合各种资源，
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群
众的主体作用 ， 传播新思
想 ，引领新风尚 ，让人人成
为文明实践参与者。

自 2018 年中央启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工作以来，福建着力基层
部署，推动试点工作不断走
深走实。 截至目前，福建全
省有全国试点县（市、区）22
个 ，25 个县 （市 、区 ）实现所
站全覆盖，全省共建成实践
所 646 个、实践站 7324 个 。
全省 1.5 万支志愿服务队
伍 、125 万名文明实践志愿
者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
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
动，打造了一批群众欢迎的
文明实践项目和品牌，用实
际行动把新思想写在八闽
大地上。

晋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