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充分发挥耶红色教育爷的震撼作用袁耶线上线下爷
形成联动袁理论兼顾实践袁把初心教育的理论学习与
启发式情感浸入结合起来袁 才能让党员干部不仅感
动耶一阵子爷袁而且受用耶一辈子爷浴 冶日前袁新坍镇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袁讲述野红色故事冶既是对先烈精神的传承袁更是对
开展当前工作的有力鞭策遥

在今年的党员冬训活动中袁 新坍镇把深入开展
红色教育尧发扬优良革命传统袁作为加强党员干部党
性修养袁坚定理想信念尧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激励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袁 为干事创业注入
强劲动能遥

聆听野红色故事冶 来一场精神洗礼
野区乡政府没一间房袁流动无常跑八方袁大印

和私章包里裹袁办公开会草棵藏袁就是在如此险恶
的环境下袁贺仁不畏强暴袁带领区队和群众打游击
战噎噎冶日前袁在新坍子居委会会议室内袁野百姓名
嘴冶秦婷玉正动情地讲述老红军贺仁的革命事迹遥
会议室内座无虚席袁大家都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袁

都为老红军的精神所感动遥
刘天恨尧马玉仁尧徐浊之尧杨钟等一批革命先烈

的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袁仍然为不少党员干部所熟知遥
新坍镇安排专人进行故事搜集尧整理袁为党员冬训提
供了生动教材袁并邀请老党员尧老教师尧志愿者宣讲
员等组成野红色宣讲团冶袁开展进企业尧进学校尧进机
关尧进农村尧进家庭等全方位宣讲袁使广大干群能够
身临其境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难奋斗历程袁 保持正
确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原则袁 进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打卡野红色阵地冶 走一段传承之路
野这次红色之旅让我很受鼓舞袁革命先辈们的英

雄事迹袁让我更加感受到传承和使命的重量噎噎冶参
观完新坍党员冬训红色教育打卡基地新潮红色文化
传承馆之后袁现场几名青年党员不禁发出感叹遥

其实除了新潮红色文化传承馆袁 新坍镇还分别
设立了四烈红色文化传习所尧 贺仁红色文化传习所
等野红色冶打卡点遥 短短几个月时间袁该镇就以野红色
基地冶为平台袁已开展了主题党课宣讲尧野新班子新气

象袁守初心明底线冶廉政教育课堂尧野墨香迎春到袁幸
福进万家冶暨党员送春联等活动 10 余场袁接待镇内
外党员达 1000 余人次袁生动的实境课堂让党员们见
证了该镇发展的历史变迁尧 共鸣了建功立业的使命
初心遥

走进野红色课堂冶 掀一波学习热潮
野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袁就不会有江姐在渣滓洞

牢房绣出的五星红旗袁 不会有夏明翰的 耶砍头不要
紧袁只要主义真爷噎噎冶1 月 19 日袁新坍镇党委书记周
立耕在冬训动员部署会议上给全镇党组织书记上了
一场精彩生动的红色党课遥

自今年冬训工作开展以来袁 新坍镇党委利用中
心组学习尧党员活动日尧道德讲堂等载体袁组织观看
红色电影尧诵读红色家书尧重温红色历史袁让党员们
在形式多样的野教学冶中接受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和红
色文化熏陶袁进一步锤炼政治品格袁提升党性修养袁
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遥

“红色教育”点燃“红色引擎”
要要要新坍镇冬训工作掠影

本报通讯员 周汝法 蒋雯杰 记者 周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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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杨向东冤日前袁合德镇组织各
村居尧 社区的党员干部来到位于射阳现代农业产业
园内的峰琴辣椒远程教育学用示范基地进行参观学
习袁以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发挥野领头雁冶作用尧带领百
姓致富奔小康遥 这是我县深入实施野远教+冶赋能工
程袁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镜头遥

农业强不强尧农村美不美尧农民富不富袁决定着
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遥 时
代在为远程教育赋能袁 近年来袁 我县深入实施 野远
教+冶赋能工程袁持续放大远程教育在推动乡村人才
交流尧技术培训尧新风引导等方面的服务功能遥

野远教+示范基地冶推动乡土人才交流遥 近年来袁
我县坚持把远程教育工作与乡村产业项目深度融
合袁结合全县各镇区现有的特色产业项目袁系统打造
一批培育基地袁定制一批专家服务袁培育一批样板课
堂袁建立一批学用制度袁总结一批示范案例遥

在此基础上袁我县依托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尧顾
昕家庭农场等载体袁探索式搭建远教野微阵地冶袁实现
远教阵地由室内集中式向室外露天式转变曰 打造了
农民画实训基地尧峰琴辣椒生产基地尧渔业养殖基地
等各类远程教育学用示范基地 41 个袁定期组织行业
内带头人进行观摩交流袁互商互促袁推动野一镇一品冶
乡村产业培育遥

野远教+农学电堂冶推动乡村技术培训遥 在推进
野远教冶工程时袁我县整合农家书屋尧电子阅览室尧远
教大课堂等阵地资源袁全面建设各村居野农学电堂冶遥
线上依托野沿海党建冶门户网站尧微信公众号袁以及全
县 235 个村渊社区冤微信群袁线下依托陈洋办事处远
程教育基地尧新坍镇远教电商项目尧洋马镇远教站点
等和已建镇村史馆袁联动开展各类主题特色活动袁拓

宽线上线下连心服务野农学电堂冶曰结合镇村远程教
育视频监控系统袁对基层党组织统一活动日尧远教固
定学习日尧远教培训周等活动进行远程指导袁联合农
技专家团订制培训课程袁 党员群众自主选学曰 抢抓
野直播带货冶新机遇袁开启野直播+电商冶新模式袁联合
野优菜网冶野供销村村通冶尧中国惠农网等平台袁线上线
下同步营销袁助力解决各类农产品滞销难题遥

野远教+典型引导冶推动乡风文明培育遥 我县持把
正能量传播和村史文化宣传作为教育引导党员群众
的重点内容袁常态化组织开展野寻找身边好党员冶野寻
找老支书精神冶等多项评选活动袁累计遴选产生了百
名身边好党员尧近千名身边好人袁并运用微电影尧公
益广告等新媒体手段袁将他们的事迹搬上荧屏袁用身
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员群众曰 注重村史文化的挖
掘和宣传袁依托已建的镇村史馆袁全面开展野村史馆
里讲党史冶野村史馆里上党课冶 等活动袁 已累计开展
野讲党课冶野赛党课冶活动 2600 余场次袁参与人数超过
5 万人次遥

“远教 +”为我县乡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近年来袁黄沙港镇聚焦新时代干部工作新要求袁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袁细化落实工作举措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袁为镇域
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遥

树立鲜明导向袁为想干事者搭台遥 该镇袁坚持事业为上尧以事择人袁突出
以实绩论英雄袁凭实绩用干部袁在长期坚守经济薄弱村居尧业绩突出尧群众公
认的干部中选拔使用干部曰注重野老黄牛冶式干部推荐选拔使用袁通过分析研
判尧专题调研尧平时掌握等方式袁发现一批担当负责尧主动作为尧攻坚克难的
班子和干部袁对发现的干部进行优先教育培训尧实践历练尧提拔任职遥

注重蹲苗历练袁为能干事者鼓劲遥 该镇坚持把优秀干部放到重要岗位磨
炼袁让他们在实践历练中增强本领尧砥砺品质曰创新开展野集中轮训学尧专题
讲座学尧行业实践学尧赴外开放学冶野四学冶模式袁先后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轮
训班 3 期袁有针对性安排干部到外地地学习先进经验尧开拓思路视野袁提高
工作能力遥

坚持容错关爱袁为干成事者撑腰遥 该镇用好容错纠错办法袁客观公正对
待干部中出现的失误袁营造改革创新尧敢于担当的良好氛围曰对干部因担当
负责出现的工作压力过大尧遭遇重大挫折等情况袁旗帜鲜明为他们提供制度
保障和人文关怀曰深入开展野两谈一提冶活动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谈心谈话袁
对作为不实的及时教育批评袁对敢于作为的充分鼓励肯定袁充分做到疏导思
想尧化解症结尧传递信心曰对因身体尧家庭等方面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干部袁在
调整交流尧工作生活上予以帮助关怀袁让他们放下包袱袁安心安业遥

黄沙港镇

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内生动力”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颖 记者 李文华冤连日来袁临海镇镇积极响应上
级号召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袁持续推进乡村振
兴遥

组织落实积极遥该镇严格对照县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方案要求袁结
合本镇特色袁制定出台叶临海镇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曳袁详细谋划
并明确学习任务和时间安排曰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袁该镇主要负责同
志领学袁切实将责任和任务落实到人遥

学习形式丰富遥 该镇动员各单位参与学习袁利用微信群尧学习强国等平
台转载党史学习链接袁并计划开展党史专题理论宣讲活动曰组织青年干部学
党史尧念党恩袁开展党史知识竞赛尧趣味问答等活动袁强化青年干部理想信
念曰组织老党员尧百姓名嘴宣讲党史袁在全镇党员干部中造浓党史学习氛围遥

为民办事务实遥 该镇以党史学习教育助推当前农村工作袁组织 20 个村
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袁每个村着力打造 1要2 个示范点袁全面清理池塘沟
渠尧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地陈年垃圾袁改善农村环境袁提高群众的幸福感曰镇分
工村干部深入群众袁每月参与至少 1 个村民小组会议袁加强面对面交流袁宣
传政策法规袁听取群众心声袁收集意见建议遥

临海镇

党史学习氛围浓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崔晓蕾 孙瑄 冯小雨冤日前袁洋马镇党委组织 8 个
村居干部尧镇机关中层干部和七局一办正副职同志先后来到洋马烈士纪念
塔尧县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中心尧华中工委纪念馆袁开展红色教育和廉政建设
教育学习活动袁进一步加强快速发展中镇村干部廉政建设遥

年初以来袁该镇党委结合党员干部冬训冬学活动袁先后 3 次组织党员干
部前往新四军纪念馆尧县警示委教育中心尧华中工委尧特庸镇胡特庸纪念塔尧
洋马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点接受红色文化教育袁同时把这些地方作为挖掘
红色资源尧开展野探寻红色记忆尧建设清廉洋马冶活动尧传承红色基因尧弘扬
铁军精神的载体袁从野四史冶中汲取奋斗力量袁不忘初心袁积极投身地方经济
建设当中遥

该镇围绕党风廉政建设袁结合党员干部冬训冬学实践课堂和正风肃纪
镇村行活动袁把镇村干部教育不断延伸袁组织党员干部在这些红色基地重
温入党誓词尧学习烈士英雄事迹袁聆听老党员尧老战士讲红色故事曰印发
8000 多份党史红色宣传资料送到镇村干部手中袁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进行学
习遥

洋马镇

干部廉政教育警钟长鸣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钊冤年初以来袁县人社局多措并举袁扎实推进机关
党建工作袁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袁 不断提高机关党建科学化水
平遥

强化教育学习遥 该局充分利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尧野学习强国冶APP尧
初心讲堂尧野三会一课冶尧主题党日等载体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并通过组织开展以党的理论知识尧习总书
记系列讲话等为主要内容的野人社讲堂冶等活动袁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袁聚力提高党员队伍思想理论素质袁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遥

支部结对共建遥 该局按照野党建+冶工作思路袁积极组织局属党支部开展
主题党日尧节日慰问尧人居环境整治等支部结对共建活动袁架起党员与群众
之间的野连心桥冶曰结合人社工作业务袁开展技能培训尧野工伤宣传进车间冶尧养
老保险待遇认证志愿服务等活动袁使群众享受优质的人社服务遥

强化自身建设遥 该局党委采用野支部+冶模式袁树立野一切工作到支部冶工
作导向袁进一步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任袁通过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
岗创建人社特色文明引导志愿服务品牌袁组织党员参与文明交通尧清洁家园
等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袁 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袁 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大局意
识尧服务意识袁不断强化党建带动全局工作的引领力曰抓好党员的集中教育
培训尧谈心交心活动袁以及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袁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教育和
心理疏导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遥

县人社局

提高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华冤近年来袁中联社区坚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袁积
极回应群众需求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袁把城市社
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尧绿色文明尧创新包容尧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遥

该社区推进重心下移袁让党的声音野一贯到底冶遥 全面推行野党员先锋共
建岗冶袁实施野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楼栋党员先锋共建岗冶的三级化管
理袁将党建力量下沉到小区袁细化进网格袁发挥在楼栋遥 构建野网上楼栋冶袁通
过建立 野楼栋微信群冶袁 由党员楼栋长和志愿者及时帮助居民解决关键小
事袁不断加强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遥 抓实队伍建设袁让党的工作野一呼百
应冶遥 加强野班长工程冶建设袁注重野精神补钙冶袁开展一人一轮政治轮训尧一人
一份学习套餐尧一人一次政治自查遥 加强考核激励袁使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工
作有目标尧有措施尧有考核尧有激励尧有保障遥 深入实施年轻干部政治和作风
野双过硬冶尧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能力野双提升冶培养工程袁深化干部实践锻
炼袁优化成长路径尧搭建培养平台袁使年轻干部快速成长为政治上靠得住尧
业务上撑得起尧作风上过得硬的中坚后备力量遥 办实民生工程袁让党群关系
野一网情深冶遥 建成野智慧物业冶管理服务平台袁积极发挥第七次人口普查的
信息优势袁健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袁实现野以房管人冶精准治理遥 强化韧
性社区建设袁在辖区地图上袁标注所有消防栓尧灭火器尧微型消防站等消防
设施袁绘制汛期城市积水点易涝区袁建立防灾救灾专业队伍和应急机制袁切
实建立起包容尧安全尧有复原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人居环境遥

中联社区

激发党建为民新活力

野陈林烈士是我叔叔袁原名叫陈长榆袁1922 年 3 月 28 日
出生袁本镇陈林村人袁1942 年的春天应征入伍袁由于工作表
现突出袁在两年的时间内历任五区区队战士尧副班长尧盐东总
队班长噎噎冶3 月 26 日上午 9 点多钟袁阳光灿烂遥 在长荡镇
陈林村村民陈学红家中袁该村党支部书记董守亮组织本村党
员以及野好人冶志愿者等 10 多人开讲了党史教育野第一课冶遥

野为了掩护突围袁区领导决定由陈林尧仓公明尧尤兴等人
留下掩护遥 他们守在一条沟边向敌人射击袁战斗中陈林不幸
下腹中弹遥 可激烈的战斗让他顾不了那么多袁他一手捂住腹
部袁一手坚持射击袁用顽强的火力抵制住敌人袁掩护区队突
围遥 陈林自己知道受了重伤袁就命令大家后撤袁自己顶住袁最
后因为失血过多袁光荣牺牲袁年仅 22 岁遥 为了纪念烈士袁盐东
县政府在 1945 年 5 月将陈林的家乡命名为陈林村遥冶从事 30
多年教师岗位的陈学红讲到感人之处袁泪水情不自禁地掉了
下来遥

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袁我们应
该像革命先烈一样袁坚定理想信念袁努力奋斗袁为建设美丽乡
村贡献力量遥 冶该镇野好人冶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杨红萍在聆
听陈学宏老师讲述的陈林烈士感人事迹后深有感触地说遥

野饮水思源袁陈林村的干部群众秉承先烈遗志袁正在用自
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新的业绩和辉煌遥 冶陈林村党总支书记
董守亮带领大家在参观了村部内陈列的陈林烈士展板后激
情澎湃地说袁野有的村民不仅自己实现了脱贫致富袁还带动越
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致富之路遥 冶

据该镇分管负责人介绍袁下一步袁该镇将邀请百姓名嘴
和野好人冶志愿者为红色宣讲员袁到宏才尧云安尧甲侯等村开展
此项活动袁从而营造学史促干的浓厚氛围遥

党史教育到农家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3 月 19 日上午 8
点袁 天色微微有些阴
沉袁 依然没能阻挡合
德镇凤凰村党员们的
学习热情遥 他们早早
地来到了村部袁 佩戴
好党徽袁 在该村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有序登
上大巴车遥 每个人有
说有笑袁 期待着与往
常不一样的 野党员活
动日冶遥

活动的第一站是
射 阳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遥 在草莓采摘园内袁
一排排铁架上长满绿
意葱茏的叶子袁 叶子
中间点缀着红彤彤的
草莓遥 大家对无土栽
培 草 莓 技 术 充 满 好
奇袁 纷纷拿出手机拍
下这不可思议的 野奇
迹冶袁在微信朋友圈里
分享遥 野真的开了眼
界袁 种田居然不用泥
土袁真的太神奇了浴 冶
该村党员黄干成感叹

道遥
大约 30 分钟左右袁 大家恋恋不舍

地离开了采摘园袁来到该园区农业科技
大楼参观遥 该村党总支书记邱安健拿起
话筒袁 对该园区的产业概况进行讲解遥
野虽然园区就在我们家门口袁 但是我们
没想到种田居然运用了这么高端的科

技手段袁耶大数据平台爷和耶网络直播带
货爷可是我们这些泥腿子从来没听过的
新词汇遥 从这次参观看来袁我县现代农
业发展真的是太快了浴 冶该村党员刘德
凯由衷地赞叹袁野我们扎根基层袁建设美
丽家乡的信心也更足了遥 冶

在对全县的现代农业概况和产业
特色有了大概的了解后袁大家意犹未尽
地离开科技大楼袁乘车前往该园区的车
厘子种植基地遥 刚下车袁大家就被眼前
一座座崭新的大棚所震撼遥 去年年底袁
这里还是一片荒地袁短短几个月就建成
如此壮观的规模袁大家不由得感叹项目
的建设速度遥 进入了车厘子项目 8 号大
棚袁看到大棚内的樱桃树枝头绽放出繁
密的洁白的花朵袁大家纷纷拍照袁留下
这旖旎的春色遥 闻讯赶来的大棚负责人
陈明强亲自接待了该村党员一行袁并就
车厘子培育和经济效益为大家作了解
答袁 还演示了全自动大棚的运作方式遥
谈话间袁 头顶的黑色玻璃缓缓打开袁阳
光瞬间照射进来袁 众人不由得一阵欢
呼遥 老党员唐学林激动地表示院野这种现
代化的种植模式如果在全村推广下去袁
那么我们凤凰村家家都能落下 耶金凤
凰爷了浴 冶

活动最后袁一行人乘车来到华中工
委纪念馆袁再次重温了那战火纷飞的岁
月袁感受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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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工作开展以来袁 射阳经济开发
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统筹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袁全
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高效安全有序进行遥

右图为该区疫苗接种有序开展遥
下图为该区党员志愿者引导群众填写资料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