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4 月 12 日上午， 光塔街党工委在街党群服务中心召开 “您的心
愿 、我的志愿 ”———党组织、党员为群众办实事“双微 ”行动分享推介
会。 现场进行了微项目认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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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2 日下午，“学党史
悟 思 想 办 实 事

开新局”番禺区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实践活动在市桥街社学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粤剧梅
花奖得主吴非凡现场演绎红色粤
剧唱段， 博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
掌声。 现场还设置“你的心愿、我
的志愿”“双微”行动项目收集箱，
现场征集群众微心愿、 民生微项
目， 职能部门开展现场咨询及有
奖问答活动，深受群众欢迎。

广州市文明办日前印发 《关
于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
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
依托 285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所 、站 ），把党史课堂开进街
头巷尾 ，让学习宣讲有了 “大讲
台”、为民服务有了“大平台”、红
色经典有了“大看台”、专题展览
有了 “大展台”、 知识普及有了
“大擂台 ”，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
“最后一公里”。

大讲台：
党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

依托于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各种创新形式的党史课堂在
广州大地“遍地开花”。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在白云区三元古庙
三元里街党校老师曾祥耿向全
街流动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 三元里街在全街流动党员党
史学习教育中开展“十个一”活
动， 力争学习教育不漏一名党
员，确保全街流动党员党史学习
教育“不掉队”。

广州发挥英雄人物、革命军
人、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广州好
人等先进群体的作用， 以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为主线，开展形式多样
宣讲活动，把文明实践阵地打造
成党史学习宣讲“大讲台”。

广州尤其注重发挥老党员、
老同志的积极作用，邀请优秀老
党员、 老同志加入党史宣讲团，
结合自身革命经历讲好党的故
事、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开展“我的入党故事”“光荣在党
五十年”的宣传活动。 并创新网
络宣讲宣传形式，运用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平台，推出一批红色宣
传精品在线课程，鼓励政治立场
坚定、 身体条件好的老党员、老
同志参与，口述历史、讲活党史。

通过面对面、屏对屏一体推
进，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利用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上接天线、下
接地气的优势，巩固提升“四史”
宣讲效果，广州让党的故事“飞
入寻常百姓家”。

大平台：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实事

“一颗颗小的爱心汇聚起来
就是大爱，帮助一户就能温暖一
片”， 这是越秀区光塔街党工委
书记阮雄挂在嘴边的话。 自实施

“圆梦光塔”党建项目以来，共帮

助群众实现 500 多个微心愿，累
计完成“易生活”改造 19 户、“圆
梦书房”改造 18 间、圆“学子梦”
58 户、“安全屋计划”改造 10 户。

贯彻落实党员、党组织为群
众办实事“双微”行动，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志愿服务、
“办好群众家门口实事” 文明创
建等专项行动，通过文明实践和
志愿服务将惠民举措落实“下”
去，实现党史学习教育与为民服
务同频共振。

4 月 12 日上午，光塔街党工
委在街党群服务中心召开“您的
心愿、我的志愿”———党组织、党
员为群众办实事“双微”行动分
享推介会。 现场进行了微项目认
领对接。

广州市动员广大党员、志愿
者和志愿服务队投身为民服务
志愿活动，传递社会温暖，践行
初心使命，把文明实践阵地打造
成为民服务“大平台”———

组织党员干部回社区报到，
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开展服务工
作，以实际行动解民忧、纾民困，
展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精
神风貌；

组织走进辖区老党员、老军
人、 老革命家庭开展服务行动，
开展结对帮扶， 为困难老党员、
老同志送政策、送温暖；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办
好群众家门口实事” 文明创建专

项行动，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涉
及辖区重点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
以及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借助一个个市民家门口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州市以
“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为导
向，惠及民生、温暖人心，将阵地
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为民服
务成果。

大看台：
“文明院线”在各地巡播

一块幕布、 一架放映机、一
部电影，映红一片夜空。 3 月 25
日晚上，广州天河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猎德人家”门前的小广
场百余名群众齐聚，观看讲述中
国共产党诞生历史的影片《建党
伟业》。 这是“学史力行 天河争
先”天河区社区电影放映惠民活
动首场展播，即日起将接连播放
70 场，持续半年。

广州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统一部署开展“文明院
线”活动，将红色电影、红色展演
送到基层，送到百姓身边……一
个个实践所、站舞台上映优秀红
色影片，在辖区内各级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巡播，一个个文明
实践阵地的宣传栏、 显示屏、文
明实践学习机，在热播着一段段
党史国史宣传片、各类先进典型
作品，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共抒爱国情
怀，共忆党的光辉历程，受到老
少市民追捧。

广州发挥文明实践云平台
作用，结合群众需求，设计融党
味、鲜味、趣味于一体的党史知
识问答、革命歌曲传唱、红色电
影配音等活动，让群众在切身体
验中感受党的百年历程变化。

各区文艺创作团队也带着
一批戏剧、音乐、舞蹈、小品、朗
诵， 深入社区乡村进行展演，用
活泼生动的形式、高雅的思想艺
术水平，把党史讲活讲透，让群
众爱听爱看，自发共鸣。

大展台：
一道党史墙感染一群人

南沙区黄阁镇留东村，有一
个党史广场， 立起了一道党史
墙。 街坊们当下通过听党史课、
看党史，以听得到、看得到的方
式学党史。 黄埔区深入挖掘党史
资源，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等，精
心策划“连环画里的百年党史”
主题展览，以百余册珍贵连环画
生动展现党的辉煌历程。

因地制宜用好各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文化活动场所、展览馆
等资源，打造一批在群众身边的
主题展示展览项目，是广州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大特色。
此外，广州还挖掘本地红色

文化元素，推出以“红色广州”为
主题的具有本地印记党史学习
教育联展、巡展。 从党史主题读
物中精选优秀图书， 以理论典
籍、历史纪实、人物传记、文学形
象等多个角度打造党史学习教
育阅读阵地。 并向广大市民征集
具有广州特色、适合网络传播的
红色文章、短视频、纪录片、微电
影等，在文明实践阵地中开展生
动活泼的党史普及。

大擂台：
掀起全民学习新热潮

3月 29日，一场主题为“学党
史 跟党走”的党史知识“较量”
在鳌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火热
上演。“比赛现场，通过问答的方
式，更像是一种‘温故知新’，让党
史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从化区法
院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代表队参赛
选手周超如是说。

“飞夺泸定桥”“重走长征
路”“独轮车支前” ……4 月 10
日，“追寻足迹 学史前行”红色
体育文化节在海珠区启动，30 余
家互联网企业和机构同台竞技，
在“家门口的红色体育学堂”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体育课。
海珠区创新“红色+体育”党史学
习教育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为市民群众提供参与体育运动
的平台， 诠释红色文化核心价
值，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记者获悉， 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将组织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活
动，通过海选 PK、对垒赛、打擂
赛等多种形式，推选“党史学习
达人”，以赛促学、比学赶超，让
群众在活动中感悟思想伟力、汲
取奋斗之力。 与此同时，广州即
将推出“学习实践大篷车”走基
层活动，常态化进社区、进乡村
开展送党史、送文化、送服务等
为民便民惠民活动， 用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的方式，不断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广州落地生根, 形成生
动实践。 （据《广州日报》）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

广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