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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精神力量
十八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出“特色牌”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李尚维

新华社北京 8月 30 日电 在

全党上下集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社会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际，

中央宣传部 8 月 30 日在北京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杨春同志的先

进 事 迹 ，追 授 他“ 时 代 楷 模 ”

称号。

杨春生前是福建省宁德市公

安局蕉城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部

队转业到公安机关28年，以铁一

般的理想信念奋战在维护稳定、

服务群众第一线，忠诚履行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忠实守

护一方安定和人民安宁；他疾恶

如仇、骁勇善战，关键时刻顶得

住、遇到危险带头上，以铁一般

的责任担当扫黑除恶、打击犯

罪，侦破刑事案件数千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千余人；他勇于创

新、奋发有为，爱岗敬业、精研业

务，以铁一般的过硬本领实现执

法办案零差错，在平凡岗位上做

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一身正气、

廉洁奉公，始终坚守崇高价值追

求和良好职业操守，以铁一般的

纪律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打造过

硬队伍，赢得了群众广泛赞誉。

2019年 1月 23日凌晨，因长年超

负荷工作，杨春突发疾病牺牲在

工作岗位上，年仅49岁。

近一段时间，杨春的先进事

迹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后，

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基层群

众普遍认为，杨春是在平安中国

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

范，是新时代公安民警的杰出代

表。广大公安民警一致表示，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

机关和公安民警提出的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的总要求，以杨春为榜样，坚决

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

障人民安宁，切实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以优

异的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

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

杨春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

定》，播放了反映杨春先进事迹的

短片。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杨

春的亲属、同事、战友，及社会各

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忠诚履职、勇于担当、淡泊名

利、一心为民——连日来，“时代

楷模”杨春的先进事迹在福建干

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党

员干部表示，杨春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要接过“忠诚卫士、扫黑英雄”

杨春的旗帜，坚守平凡岗位、争创

一流业绩，在苦干实干中砥砺

前行。

杨春是一名海军退役士兵，

他的先进事迹在退役军人群体中

口口相传。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林志川也是一名退

伍军人。“杨春同志对人民公安事

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群众的深切热

爱，令我深受教育。”他说，“我要

以杨春为榜样，扎扎实实做好本

职工作。”

“扎根基层、保一方平安，是

杨春同志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是

派出所民警学习的榜样。”福州市

公安局鳌峰派出所副所长陈雨

说，“我们将努力实现精准服务和

有效治理，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福建省政和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负责人宋毓敏说：“我们要学习

杨春同志不怕疲劳、不畏艰难、冲

锋在前的精神，学习他办案用心、

细心、尽心，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

劲，抓住涉毒人员管控这个‘牛鼻

子’，打防并举、综合施策，不断将

禁毒人民战争推向深入。”

“杨春同志牺牲在扫黑除恶

一线，我们要以‘扫黑英雄’为榜

样，学习他敢于亮剑、嫉恶如仇的

精神，推进石狮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以重点村、行业、

领域为突破口，加大监管和整治

力度，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的

滋生土壤。”福建省石狮市委政法

委书记张鸰翔说。

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政

委吴荣辉说：“杨春同志把危险留

给自己、把安全留给队友，见困难

就上、见荣誉就让，对群众、对民

警开展和风细雨、细致耐心的工

作，他无愧于公安英模、时代楷模

的光荣称号。我要时刻以新时代

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

处处长钟明曾与杨春并肩战斗。

他说：“我被杨春坚定的理想信

念、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攻坚

克难的奋进精神深深感动，他是

政法干警学习的榜样。学习杨春

同志，就是要将他的崇高精神深

植于心，努力提供更优更实更好

的‘检察产品’，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杨春同志铭记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他恪尽职守、爱拼敢

赢的精神品质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生动教

材。”福建省霞浦县委组织部长陈

向汉表示，“我们要在选人用人中

重实干、重担当，有组织、有计划

安排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艰苦

地方、吃劲岗位经受磨炼，突出正

向激励，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宁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治部主任阮细章说：“杨春同志

是我们身边涌现出的时代楷模，

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公安

干警的价值追求。作为杨春的同

事、战友，我们将接过英雄的旗

帜，传承英雄的精神，继续干好杨

春未竟的事业，在扫黑除恶、打击

犯罪、服务人民等各条战线苦干

实干、争创一流，不负英雄遗志、

不负时代所托。”

（新华社 王成）

接过英雄旗帜 在苦干实干中砥砺前行
——“时代楷模”杨春先进事迹在八闽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推荐名单公示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记者

王琦）记者从国家民委获悉，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推

荐名单 8月 30日起公示。根据公示，

推荐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南里

社区居民委员会等集体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推荐北京市宣武

回民幼儿园园长孟春燕（女，回族）等

个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

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

部分，一般每五年评选表彰一次。表

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分别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颁发奖牌

奖章证书。

记者了解到，本次评选表彰工

作，首次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功勋荣誉

表彰的新规定组织开展，是党的十九

大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表彰。评选表彰工作自今年 6月

正式启动以来，相关地区和部门坚持

依法依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严格

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即组织初

审、复审两次审核程序；分别在推荐

对象所在单位、省部级范围和全国范

围三级公示），做到好中选优。

根据公示，国务院拟于近期表

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

范个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辑的《十九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已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

献 选 编》上 册 ，收 入 自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

召开至 2019 年 3 月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

幕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

献，共 65篇，约 66万字。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

稿 26 篇，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的文稿 17 篇，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 22

篇。有 14 篇重要文献是

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

真实记录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

一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适应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

程；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在贯彻新发

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

美丽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的重

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

大成就和创造的新鲜经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册的出版，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中央大政方针提供了重要教材，对

于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
十
九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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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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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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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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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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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乡村振兴、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战略之举。近日，记者走
进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十八湾村，感受当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示范建设点走出的特色之路。

8 月 22日上午，十八湾村万家大

院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广场上热闹

非常，人们围聚在摆满各色水果的长

桌边，一旁的空地上，小朋友们在手

工老师的组织下玩着“水果蹲”游戏，

一派欢声笑语的景象。在院落里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已成为十八湾

村的常态。

2015年，为了丰富村民们的业余

生活，十八湾村常在村委会开展亲子

篮球比赛、腰鼓表演等活动，但前来参

加的村民并不多，一番调查后得知，大

多数村民不愿意参加活动是觉得村委

会离家比较远。这让村支书万孝成犯

了难，十八湾村幅员面积 4.5 平方公

里，下辖2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652

人，大都是以林盘为基础的散居院落，

如何提升村民们的参与度呢？“走，到

院落里去！”2015年春的一天，十八湾

村春意盎然，像往常一样，万孝成叫上

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去村里走访，突

然万孝成灵光一闪：“到院落里去就对

了嘛，村民活动最多的地方在哪里，我

们的活动就开展到哪里。”

于是，十八湾村开始着手将活动

阵地建设延伸至院落，从“好儿媳”

“好公婆”“好邻居”评选到食用菌种

植培训、育儿经验的分享等等，院落

里各式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村民们

的参与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今年 4 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

立之后，十八湾村整合现有党群服务

中心、院落“乡邻空间”等公共服务阵

地资源，构筑起了“1+3”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即一个村站点、三个院落

分站点，建成刘家巷“法治文化院

落”、万家大院“孝德文化院落”、沈家

大院“产业文化院落”3个示范点位。

在此基础上，十八湾村还分别建设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广场 6个，健身

步道 3条，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全面融

入孝德文化长廊、法治文化长廊、村

史室、乡情话苑、调解室等点位建设，

形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的支撑

骨架和覆盖网络。

“把活动开展在院落里，打通‘最后

一公里’，才能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入组

入院入心。”万孝成说。 （下转A2版）

在 四 川 省 仁 寿 县 慈 航 镇 新

田村 6 组的一个农家院里，良好

的家风不断传承，父母悉心养育

子女，子女感恩反哺父母，一曲

孝老爱亲的赞歌飞扬在这片淳

朴的土地上。 （A4版）

甘做公公
“全职保姆”的好儿媳

近年来，江西省横峰县委、县

政府牢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以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助力脱贫

攻坚、建设美丽乡村，横峰大地劲

吹文明之风。 （B2版）

乡村盛开文明之花

将阵地建设延伸至院落

“中华慈善日”
正式迎来专属标志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 者

罗争光）9 月 5日将迎来我国第四个

“中华慈善日”。民政部2日在京发布

了“中华慈善日”专属标志，以此更好

传播慈善理念和文化，营造崇德向善

的良好氛围，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

的热情。

据介绍，“中华慈善日”标志自

2018年9月5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设

计方案，共收到应征作品379份，经过

严格筛选、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程序，

民政部确定了“中华慈善日”标志。该

标志以红色为基色，整体为圆形，内

部分别由上方图形和下方“中华慈善

日”中文或英文文字构成。图形中，数

字9和5，组成一盏明灯。绿色数字5，

与白色数字9结构上融为一体，共同

展示出“中华慈善日”的日期。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

作司司长贾晓九表示，“中华慈善日”

标志也是中华慈善事业的标志，为做

好标志使用管理工作，民政部已印发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动标志的普遍使用，并做好标

志管理工作。

中宣部追授杨春“时代楷模”称号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