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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科学减负应有增有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记者

胡浩）近日，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话

题再次引起社会热议。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副司长俞伟跃5日在新闻通气会

上表示，合理的课业负担是必需的，

学习不可能没有负担。科学减负应当

有增有减，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

增加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俞伟跃介绍，现阶段减负的重点

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

问题，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同时提

高学校育人水平，做好课后服务。

他说，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在国

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在 PISA(国际学

生评价项目)测试中，中国学生的成

绩位于前列。此外，调查显示，我国中

小学生课内负担在中上收入国家处

于中等水平。我国义务教育和高中课

程方案、课程标准科学设置了学生应

当完成的课业内容，减负不是降低课

程标准和学业水平。

俞伟跃认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

负担，不能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

作业量、降低课业难度，而是要有增有

减，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校外超

前超标培训等不合理负担，进一步提

高学校教学质量，增加德育、体育、美

育和劳动实践，着力激发培养学生兴

趣，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全国政协表彰

成立70年来100件有

影响力重要提案

◎全国建立各类

林草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1316个助力脱贫攻坚

◎《2020 中国健

身趋势》在上海发布 减

重运动将升至第一位

◎全国取水许可

电子证照应用推广实现

重大突破

◎我国科学家研

获高性能柔性有机太阳

能电池

◎专家提醒：冬季

应科学预防水痘 接种

疫苗很关键

◎黑龙江上线“健

康惠民服务平台”便利

百姓就医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北

京、浙江、重庆、贵州等地注重开门

抓教育，注重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

盼的紧迫问题，切实把党中央关于

主题教育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北京

聚焦群众关切，扎实整
改落实

北京市委把开展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充分借鉴

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研

究谋划，安排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

学起来、改起来，聚焦群众关切的问

题，扎实整改落实。

日前，房山区组织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道德模范代表等近千名党

员，齐聚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诞生地房山区霞云岭乡

堂上村，举行“红歌之乡悟初心”教

育活动，参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纪念馆，通过学习重要讲话，

重温入党誓词，用初心和使命激励

党员奋斗。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制定了 12

项清单，其中支部层面制定了 6 项

清单，包括每月组织集中研讨、每

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找准并整改

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重点问题、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以及支部书记

讲党课等方面。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领导班子分别就企业重点难点问

题建立 9 个主题，分赴不同项目实

地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

谈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出

具调研报告 12 份，解决实际问题

15个。

浙江

联系服务群众，不做表
面文章

浙江要求聚焦主题主线，不走

神散光；注重统筹实施，不割裂脱

节；把握批次特点，不搞“一刀切”；

联系服务群众，不做表面文章；坚持

联动整改，不松劲懈怠；结合重点工

作，不搞“两张皮”。

杭州市桐庐县结合深化“两抓

两转”“走亲连心三服务”等活动开

展主题教育，梳理调研课题 24 个，

确定优化营商环境、高起点推进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乡镇赋能改革

等作为县级重点项目；梳理出乡镇

（街道）、机关部门第一批整改落实

清单问题 286 个，目前已明确整改

时限。嵊州市仙岩镇舜皇村党总支

“惠民办实事”，村党总支号召各自

然村因地制宜安装路灯，大大方便

了群众晚上出行。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校近

1万名师生员工开展向党委书记写

一封信活动，并在学生宿舍楼内设

立主题教育意见箱；面向企业发放

1000 份问卷征求学校专业设置、课

程体系、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做到真听意见、听真意

见、真抓落实，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重庆

采取有力措施通堵点、
疏痛点、消盲点

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重庆聚

焦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通堵点、疏痛点、消盲

点，切实解决基层“苦”、企业“难”、

群众“盼”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

江津区坚持敞开大门听取意

见。区委常委会在开展 7 天集中学

习研讨时，均邀请党外干部、基层群

众或服务对象列席并征求意见。全

区聘请主题教育监督员 2800余人，

全过程参与各级党组织重要会议、

活动，监督主题教育重点措施落实

情况。

璧山区建立问题梳理交办机

制，把整改效果体现在为民服务上。

目前已梳理问题 212 个，提出整改

措施 226 条。针对小区居民与物业

的矛盾纠纷，试点“党建引领、小区

治理”工作，通过党支部建在小区

里，实现“小区的事不出小区”。针对

企业诉求不畅问题，大力推进“企业

吹哨、部门报到”互动机制，搭建政

企沟通平台。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城区乱停车现状，通过建立公安与

城管联动机制、增加道路画线停车

位、开放公共建筑地下停车场等措

施缓解停车难。目前，已立行立改解

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76个。

贵州

调研热点难点问题，提
出针对性解决办法

贵州聚焦打赢脱贫攻坚战、守

好两条底线、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

挑战及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结合解决本地突

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

问题等，深入调研，有针对性地研究

提出解决办法。

毕节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乌蒙号

角·智慧列车”驶进部分乡镇和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将脱贫攻坚的相关

知识和扶贫故事以文艺节目的形式

表现出来；由农业畜牧专家组成的服

务团，从市场导向、防疫检疫、科学管

理等方面传授种植养殖技术。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对照查

找“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差距”问题，

结合山区群众缺水的现状，大力推

广由东西部协作对口城市援建的自

然能提水项目。目前，全县共规划了

66个自然能提水点，其中第一批19

个规划项目已启动实施 9 个，解决

了 9 个高山村寨 18221 人生活用水

和农业灌溉问题。

榕江县结合主题教育，组织全

县第一书记、驻村干部集中开展“访

民情、察民情、解民忧、聚民心”调研

走访；将全县按组划分为 1541 个

“网格”，1173 名干部驻村包户，深

入群众排忧解难，打通服务“最后一

公里”。

（《人民日报》记者 赵兵 崔佳
申琳 江南 赵婀娜 王昊男 刘烨
王珏 程焕 苏滨）

北京、浙江、重庆、贵州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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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就延伸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新

时代文明实践就提供什么……当前，

陕西省坚持以群众为中心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致力于解决

“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的问题，

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讲好故事
多元化传播新时代好声音

时值深秋，陕西凤县平木镇刘家

庄村的夜晚并未因气温下降而沉寂。

“革命战争年代，他冲锋在前，九

死一生，立下赫赫战功；和平年代，

他主动选择偏远贫困山区，60 多年

深藏功名，默默奉献一生……”10月

10 日晚，在凤县平木镇刘家庄村老

党员柏尚敏的家中，宣讲小分队正在

讲述“时代楷模”张富清的故事，几

位老党员一度潸然泪下，他们也分享

了自己的初心故事。这是凤县平木镇

宣讲小分队为老党员们送上的一堂

别开生面的“微宣讲”。

新时代文明实践如何突出思想

性，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多元化传播？陕西省紧紧

围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农民群众这个核心，

利用群众经常集聚的街巷广场、村

部院落等，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

在凤县，深入田间地头、自然村

庄开展的“微宣讲”颇受村民欢迎。

紧扣“宣讲传唱议强”六字要义，凤

县各地组建志愿小分队、志愿小组，

用家乡话面对面、交流式、访谈式宣

传新思想、宣讲好政策，入户宣传覆

盖率达 97%以上；志丹县推出“百姓

小喇叭”志愿服务项目，由涵盖“五

老”人员、乡贤能人、致富能手、道德

模范、农村学生等的志愿者进行“定

时定点播报”，让农民在田间劳作、

家中做农活的时候，也能听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相关内容；延川县突出红色主题，在

农村推行“红色夜评会”，在机关和

企业推行“红色讲堂”，在学校推行

“红色课堂”，有效地推动了新思想

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在延川县刘家湾村支书刘瑞峰

看来，新时代文明实践对于凝聚群

众、引导群众成效明显，“新思想飞

入了寻常百姓家，农村思想文化工作

有了操作平台，群众的精气神在潜移

默化中明显提振！”如今，陕西省各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已成为多元

化传播新时代好声音的坚实阵地，在

不断创新的实践中，在与群众的贴心

互动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讲清楚、说明白，牢牢扎

根在群众心里。

创新实践
涵养文明新风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8月15日，是陕西延安志丹

县顺宁镇阳家洼子村白德平和边云

举办婚礼的日子。这一天，“文明大篷

车”驶进了他们的婚礼现场，唱民歌、

说快板、送新书……身着红色马甲的

志愿者忙碌着，让婚礼现场变得更加

文明、喜庆、节俭、热闹。“今天我们举

办了一个特别的婚礼，这样的氛围我

们终身难忘。”白德平说。

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

点，陕西省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不

断创新载体，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

气象，真正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成

为涵养文明新风的基层综合服务

平台。

志丹县着力打造的“文明大篷

车”志愿服务项目，就是将民间乐

队、乡土艺人、村宴厨师等吸收为志

愿者，由他们利用农村婚嫁庆典、集

市节会等人口聚集多、机会好的有利

节点，通过简办婚庆仪式、展演文艺

节目、规范餐饮标准等方式，“组合

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推移风易

俗、倡导文明新风；在富平，“怀德生

日会”是一个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品牌

项目。这个以农民（基层）群众为服

务对象、以情感关怀为纽带、以过集

体生日为主要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项目至今已举办了 800 多场次，覆

盖群众 6 万多人，让敬老爱老、邻里

和谐成为了乡风文明的主旋律；凤县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组织开展

“文明实践·美颜家园”“双扶讲评

会”、脱贫故事会等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评选

等，涌现出一大批孝老爱亲、助人为

乐的好人典型……

当了 45年婚庆总管的志丹县农

民张勇认为：“用‘文明大篷车’这种

老百姓喜欢的方式传思想、演节目、

送文化、抓节约，效果非常好，抓在

了点子上。”“文明实践站建起来后，

我们围绕邻里团结、敬老爱老等开展

传统美德教育，村里婆媳矛盾和邻里

纠纷明显少了！”富平县党员胡宗

林说。

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正不断汇聚起陕西乡村

振兴的磅礴力量。

看单上菜
响应需求满足人民新期待

“我是铁杆秦腔迷，还成立了自

乐班，我希望能在家门口看一场专业

的秦腔戏。”富平县留古镇留古村的

村民赵力耕没有想到，自己将写有看

一场秦腔戏的心愿单投进村里的心

愿箱里没过两天，富平县阿宫剧团就

到村里来演出了。“专业秦腔演员的

水平就是高！能在家门口看戏，我很

高兴、很满足！”

为了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更

有针对性，陕西省各级文明实践平台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在教育引导群众

的同时，始终围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服

务功能，务求实效，让群众真正从文

明实践中有获得感，真正让文明实践

直抵人心。

富平县对广大基层群众服务对

象进行科学合理分类，按照“面、线、

点”三个层次，针对不同类别服务对

象需求和特点，采用不同方式方法

提供不同服务内容：“怀德生日会”

关爱关怀老人、丰富活跃老人的文

化生活，“关苗行动”温暖了留守儿

童，“巾帼星愿”志愿活动和睦了邻

里乡亲关系；志丹县通过调研走访

入户征询、微信 QQ 网上征询、召开

会议现场征询等方式，有效对接供

需，精心设计了寻诊问医等 32 类

180 个志愿服务项目；凤县按照群

众点单、预告菜单、所站配菜、群众

用餐的“四步法”流程，先后策划开

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776 场次，实

现了大型文明实践活动镇村全覆

盖；延川县突出线上实践，建立了文

明实践微网站，实行中心派单、百姓

点单的线上文明实践，累计已点击

10000 余次……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一座桥梁、一

根纽带，能够不断拉近党群、干群关

系。“只有坚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方向，突出‘实践’

作用，做好群众服务，才能最有效地

实现共建共享，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陕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陕西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自 2018 年全国部署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工作以来，按照中央部署要求，陕西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依托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探索打造理论宣

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康体育服务

“五大平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落实落地，整

合 2364 个阵地资源，组织开展了 2376 场次文明实践活动，形成了各

县普遍开展的“道德评议会”、凤县“365”联动式工作机制、富平县

“怀德生日会”、志丹县“文明大篷车”、延川县“村民夜评会”等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如今，大大小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实践站所，在陕西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落地生根，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坎里。

新
闻
提
示

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
头传播新思想头传播新思想

凤县留凤关镇酒铺村新时代文明凤县留凤关镇酒铺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红色文化代代传宣讲活动实践站开展红色文化代代传宣讲活动

富平县富平县““怀德生日会怀德生日会””文艺表演文艺表演

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立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记者

罗争光）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中央决

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

中央宣讲团。据了解，中央宣讲团主

要由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

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成，部分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在所在领域和地方开

展宣讲。

从 7 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京

进行集体备课。大家将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

精神，学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

神，根据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精心备课，起

草撰写宣讲稿，为赴各地宣讲做好充

分准备。

中央宣讲团将于 10 日起赴全国

各地宣讲。

志丹县志丹县““文明大篷车文明大篷车””志愿服务现场志愿服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