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终生与红领巾同行，终生当志愿辅导员。 ’俞明德一生只干了这一件事。 他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辅导员，受到过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一干就是 70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 ，着力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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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红色基
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 中国关工委实施传承红色基因工程 ，地方关工委依托当地丰
富的党史资源 ，线上线下结合 ，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百年故事 ’‘百年潮涌·红船
精神薪火相传 ’‘从石库门再出发 ’等以党史为重点的 ‘四史 ’宣传教育 ，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 。

陕西：网络新媒体协同联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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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五老”讲好党的百年故事
退而不休
为党史教育再添薪火

近 20 年来，300 余场宣讲，
场场脱稿，近 8万听众见证了他
的坚持和努力。“生命不息，宣讲

不止。”今年 80岁的老党员陈奎
明，常用这句话总结自己的退休

生活。2002年，从小学校长岗位
上退休后，陈奎明就成为厦门市

湖里区关工委宣讲报告团的志

愿者。

从党的方针政策到党史国

史学习教育、从城市历史文化到

身边好人好事……陈奎明走进

社区、学校，把党的声音、社会的

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为了让

宣讲更生动、更贴近生活，陈奎

明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全

文背诵，脱稿演讲。“除了吃饭、

睡觉、做家务，其余时间我就在

准备讲稿。”在街道、学校都有了

陈奎明的“粉丝”，他也成为一名

党史教育的“网红”。

全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

“网红”，78岁的退休干部徐金石
就是其中一个，他和孩子们一起

大声朗诵他自编的《四字歌》：

“缅怀历史，不忘初心。五星红

旗，鲜血染成。无数先烈，为国捐

躯……”在社区、学校、团场连

队，经常可以看到这位头发花白

但精神矍铄、声如洪钟的老人站

在孩子们中间，宣讲红色故事、

教唱红色歌谣，这样的红色教育

徐金石已经坚持了 10多年。
从学校到社区，从企业到农

村，“五老”用“星星之火”照亮青

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之路。60多
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

心、不改本色的老英雄张富清，

“百尺竿头从头越，不忘初心再

前进”的全国最美“五老”曹凯，

“一首战歌唱初心，关工路上献晚

情”的老战士薛世浩，“将讲党史

当成重要使命坚持到底”的老党

员干部关英才……他们都以鲜活

的事实、精彩的人生清楚地告诉

人们，只要理想之火不熄，信仰之

火不灭，就不会忘记初心。

教育者先受教育。各级关工

委高度重视关工委报告团、宣讲

团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四川省关

工委举办宣讲团党史学习教育

培训班，组织 100 多名省、市
（州）关工委宣讲团骨干参加培

训，省关工委副主任、省关工委

宣讲团团长唐朝纪带头作《学党

史坚定理想信念，跟党走培育时

代新人》报告。

近 5年，教育部关工委创新
推出“院士回母校”“杰出老校友

回母校”“大国工匠进校园”“读

懂中国”等活动，累计 2300余万
名青少年受益。院士与工程师通

过回顾自己在学校的时光与人生

阅历，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党

史国史、大国精神，这种面对面的

交流促使广大青少年更深入地了

解党的历史，在红色基因、红色文

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搭建平台
让红色基因有迹可循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每年

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

前来瞻仰。在新一代青少年中，

井冈山的故事继续传唱，历久弥

新；井冈山的精神注入血液，砥

砺前行。

宣讲，让红色文化有史可

讲、有事可说；平台的建设，则让

红色基因有址可寻、有物可看。

2018年以来，全国各级关工委先
后建立各级关心下一代党史国

史教育基地 21310个，中国关工
委命名了四批全国关心下一代

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共计 214个。
其中，既有南湖革命纪念馆、井

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延安革命纪

念馆等革命时期的纪念地，也有

雷锋纪念馆、大寨展览馆、北大

荒开发建设纪念馆等建设、改革

时期的纪念地。这些党史国史教

育基地，是一个个红色基因的播

种机，不断把红色精神、红色文

化、红色传统注入广大青少年的

血脉、融入广大青少年的灵魂。

书籍，让红色文化滋养更多

的青少年。各地关工委充分挖掘

本地红色资源，整理编写青少年

党史国史教育读本 4319 种，连
续 23年开展“中华魂”读书活
动。结合地方史为广大青少年讲

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和革命传

统，讲家乡的历史巨变，讲英模

先烈奋斗事迹，老同志们用参加

革命、建设、改革的亲身经历，具

体生动地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

“自己从哪儿来，就要到哪

里去。”薛世浩退休前是安溪县

文化局局长，年轻的时候参与过

解放福州和厦门的战斗，“党把

事业交给了我们，我们也要把精

神财富交给我们的后人。”他编

写《红色安溪》《道德教育故事

选》，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精神、讲好安溪故事，提供了很

好的素材。2017年，薛世浩还主
导拍摄《寻莫耶故里 颂红色安

溪》宣传片。这些教育读本帮助

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

创新形式
打造更走心的“青春版教案”

66万块积木，拼成 18米长
的“党史教育”画卷。在武汉市汉

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近百名青

少年儿童、大专院校学生、企业

家等共同参加“携手共搭积木

拼出党的辉煌”像素画拼搭活

动，重现建党百年历程。画卷的

图案，涵盖了多个历史阶段。

“拼图时，我想起了我的家

乡。”空军定向培养生杨阳是甘

肃平凉人，从小就听爷爷讲红军

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2019
年来武汉上学后，他第一个提交

了入党申请书。“得知戍边英雄

的事迹后，我希望未来也能有机

会去为祖国守边疆。”此次活动

将科技、艺术等元素与党史教育

相融合，让大人小孩齐动手，乐

在其中、学在其中。18米像素积
木画拼好后，装订上墙，成为汉

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新网红

打卡地。

与此同时，中国关工委组织

开展“五老弘扬好家教好家风”

主题活动，全国各地关工委组织

开展“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

“五老带头晒家风家训”等丰富

多彩的家风故事宣讲，中国关工

委面向全国广大“五老”和青少

年开展了“我的家训”主题征文

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30个省
市及有关单位推荐的 3000多篇
优秀稿件和作品。《邓发家书》

《聂荣臻家书》……一封封家书，

一段段历史，家书成为革命战场

和家乡亲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如

今，战火远去，家书仍在，它将成

为历史永远的见证。

如今大多数青少年都是在

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用网

络形式传承红色基因也成为时

代特殊的印记。江苏少年网开展

“我为国旗点个赞”网络寄语活

动，点击量近 1500万；辽宁丹东
市拍摄雷锋影像视频，利用微

信、微博等平台推送“雷锋故事

会”，收视达 12万人。
（据《光明日报》）

4月 26日，陕西省委网信
办、省民政厅和陕西省网络新

媒体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共

同发力，积极推进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会议共同发起“推进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倡议，希望网络新媒体单位提

高防范意识，坚决抵制非法社

会组织的不法活动，彻底铲除

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

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坚决不与

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

为其活动提供便利，不参与成

立或加入非法社会组织及其组

织的任何非法活动，不接收非

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

构，不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网

站、微信公众号、账户使用等平

台和便利条件，不承认非法社

会组织的任何评比、达标、表彰

等结果，不为非法社会组织进

行任何虚假宣传等服务。加强

网上宣传引导，积极宣传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的

相关报道和成果，营造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的浓厚氛围。

省级相关部门将加强对非法社

会组织的网站、平台、APP等的
摸排和清理，坚决依法予以关

停，提高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据陕西省民政厅）

辽宁：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
近日，辽宁省民政厅、省

残联联合印发通知，从 4 月
22 日起，辽宁省全面开展残
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跨省通办”。申请残疾人两项

补贴，申请人只需要持户籍所

在地要求的申请材料就近向

全省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

或乡镇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

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申请，不

受户籍地限制。申请人的材料

将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

信息系统推送至申请人户籍

地，由申请人户籍地负责办理

资格审定和补贴发放工作。办

理结果将由受理窗口通知申

请人，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为残疾人群众提供越

来越便捷、精准、温暖的民生

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江西南昌：对17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民政局

对南昌市硅酸盐学会等 17家社
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民政

局持续加大社会组织监管力度，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

展，规范社会组织行为，2020

年，在充分征得各业务主管部门

的意见后，梳理出一批多年未开

展活动、未接受监管的社会组织

名单。江西省南昌市民政局采

取“整改规范一批、督促注销一

批、撤销登记一批”的工作思

路，对正在开展活动、仅仅是忽

略了年检的社会组织督促整改；

对未正常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

督促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对不参

加年检、不正常活动、也不主动

办理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启动

行政执法程序，给予撤销登记行

政处罚。 （据南昌市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