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编辑 何纯佳 王丽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我们的价值观·精神的力量

值班编委 王惠蓉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第5071期

B 站（哔 哩 哔 哩 的 简 称）近

日上架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

摄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受到用户

的热捧，其中 1994 年版《三国演

义》迄今为止的播放量已经超过

1700 万。B 站的年轻观众为何会

打 破“ 代 沟 ”，追 捧 起 比 自 己 年

龄还大的经典电视剧？这种有趣

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

关注。 （A3版）

年轻人为何喜欢
扎堆在B站看老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宣传

工作创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山

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汾泽社区突出

“文明实践 德润汾泽”主题，打造

特色品牌，利用现有资源，探索确

立了“1355669”工作模式，开展各

具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今年汾

泽社区被尧都区委评为五星级社

区、优秀青年志愿服务组织等荣

誉称号。 （B1版）

凝心聚力推进
新时代文明建设

本期
导读

炎炎夏日，夜色渐浓。村民们手

摇蒲扇，陆陆续续来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江西省寻乌县澄江镇周田

村的“屋场夜话”开场了。

“嘿哟嗬……寻乌河水波连波，

一法一规总关情，百科全书《民法

典》，生老病死它都管……”65 岁的

王焕平一亮嗓，歌词晓畅，曲调悠

扬，引来现场村民一片叫好。

王焕平是土生土长的周田村

人，也是寻乌县培养的“百姓名嘴”

之一。为更好地宣传党的创新理

论，寻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从

驻村工作队长、脱贫示范户、有文

艺特长的群众中，选拔出一批“百

姓名嘴”，结合乡土文化、村民理论

接受能力等实际情况，用乡音乡语

传递党的声音、回应群众关切。依

托“百姓名嘴”工程，王焕平已创作

出 300 多首寻乌山歌，还有了自己

的工作室。

近年来，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党的政策，培

育主流价值，活跃文化生活，注重贴

近农民思想和生产生活实际，让身

边人说身边事、用百姓话说百姓事，

丰富传播手段、创新话语表达、提升

百姓志愿参与文明实践的积极性，

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深入基层、落

地生根，飞入寻常百姓家。

手段更加丰富
——“ 形 式 新 颖 ，内 容

丰富，大伙都爱听”

“写字要写田字格，人人都要讲

道德；社会公德要遵守，不搞赌博不

去偷……”最近，贵州省龙里县湾滩

河镇各个村寨分外热闹。一支支“山

歌伴飞新思想”志愿服务队走村串

寨，将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编成山歌，巡回传唱。

龙里县是典型的西部少数民族

聚居县，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群

众占比达 41%。当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结合少数民族同胞喜爱唱山

歌的特点，探索开展“山歌唱响新时

代”理论宣讲活动，创作山歌等文艺

作品2400多件。

“山歌传唱改变了以往开大会、

念文件、讲政策的‘老三套’做法，解

决了群众对理论宣传听不懂、听不

进的问题。”湾滩河镇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龙鱼跃说，群众喜闻乐见

的山歌，已经成为思想引导的新载

体、道德教化的新抓手。

在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李家

村，一月一期的乡村土广播“李家播

报”成了村民不可错过的活动。这

不，刚听完新一期播报，村民沈祖标

不停地给予点赞，“有了播报，再也

不怕错过政策福利了！”

既要把党的好政策跟村民聊透

彻，也要让村民把心里话说给组织

听。2018年 9月，乡村土广播应运而

生。“现场互动、每月播报！主播由村

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轮番上

阵。我们每期都精心准备，并用家乡

话进行播报。”李家村党委书记费

杰说。

“不仅能听，还能问！”村民曹建

辉最期盼的就是播报结束后的“问

政”环节，“前几天，我提出来村里一

条小路被压坏了。结果没过两天，村

里就派人把路给修好了。”

把新闻播报延伸到村里，把新

思想讲进百姓心里，把矛盾化解在

沟通里。如今，“李家播报”已成为李

家村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传播平

台，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 23 期，协

调解决问题 209 个，参与村民达

2510人次。

“这种播报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大伙都爱听！”村民许凤萍说。

表达更接地气
——“ 多 点 方 言 土 语 ，

多点百姓身边事”

一个喇叭，一口乡音，几把凳

子。广东省博罗县龙华镇旭日村的

村民围成一圈。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一场主题为“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的百姓故事宣讲会。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锦建自告奋勇头一个登场，把当地

历史名人陈百万白手起家、辛勤创

业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致富能

手”刘金霞则用客家话分享了自己

从摆小摊到注册品牌创业致富的故

事；几位年轻人讲述自己返乡投身

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实践……身边人

的暖心事，激起了村民们强烈的情

感共鸣。

博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建光介绍，博罗探索“方言+文艺”的

理论宣讲方式，让百姓听得懂、更爱

听，“接下来我们还将选拔培训 200

名新时代宣讲员，多用一线视角、立

足乡土实际，少点照本宣科，多点方

言土语，多点百姓身边事，让宣讲更

加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山东龙口董家洼村，千年古槐

下人头攒动。这里是村民的休憩地、

议事地，也是村内最接地气的地方。

最近，龙口市一个百姓宣讲团来了，

这里更加热闹起来。

“恁说我风格高不高，因为俺是

党员啊！”“听说现在白事儿简化了，

国家还给补贴……”小品《新风赞》

节奏明快、语言生动，赢得阵阵喝

彩。主角是今年 48岁的诸由观镇涧

村村民徐业国，他的模仿表演，更是

令人叫绝。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这不，宣

讲团把龙口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治医师、山东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吕慧请到村里，为村民讲述在

党中央领导下凝心聚力、无私忘我

的抗疫故事。“面对病毒，刚开始

心里也没底，出发前做了最坏的打

算……”吕慧质朴的讲述，感动了

村民。

每天早中晚，周田村的大喇叭

都会分三次转播寻乌县融媒体中心

录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节

目。其中既有党的方针政策，也有农

业农村惠民举措等。“大多是跟老表

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而且用客家

话和普通话双语播出，就算是七八

十岁的老年人都能听得懂。”王焕平

乐呵呵地说。

群众更愿参与
——“ 不 光 要 让 百 姓

听，更要拉着百姓讲”

“风吹云漾白鹭翔，绿水青山是

宝藏……”陕西省志丹县金丁镇“文

明大篷车”活动现场，志愿者张艳艳

边发传单，边说快板。

一旁，山岭村村民刘永明7岁的

小孙女拉着爷爷的衣角说，“爱护环

境就是爱护我们的眼睛！”刘永明对

孙女竖起大拇指，乐呵呵地对张艳

艳说，“我家这小娃娃，听了你们的

《绿水青山新志丹》快板，就成了小

老师，教我不要乱倒洗锅水。”

演群众的节目，群众来演节目。

“‘文明大篷车’就是我们的一个志

愿服务品牌，不光要让百姓听，更要

拉着百姓讲。”志丹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伟介绍，“文明大篷车”志愿

者先后把《守望相助张文忠》《身残

志坚崔志清》等当地先进典型事迹

搬上舞台，并邀请先进典型人物上

台现身说法。

“有个《扶贫领路人》的小品对

我触动特别大。”王湾村村民姚淑兰

看了节目后感触颇深，还主动将小

品录成短视频发在网上让更多人看

到，从观众成了新时代文明的主动

参与者、传播者。

把话筒交给百姓，把讲台交给

群众。如今，除了“文明大篷车”，志

丹县还有农民家庭会、新时代乡贤

会、红色故事会、百姓小喇叭等志愿

服务品牌。

在龙口市，老百姓同样是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主角。当地村级“小

马扎工作队”的志愿者主要从村民

中招募，以身边先进典型带动身边

人。春天，在田间地头，带上小马扎

就地学科普知识；夏秋，在大槐树

下摆上小马扎，敲响老钟，村民自

发前来听各种讲座；冬天，在小马

扎工作室里，扎堆聊天唠嗑谈收

获、谈体会、谈希望。目前，全市注

册 志 愿 者 13 万 余 人 ，注 册 队 伍

1200 余支，星级文明实践志愿者骨

干达4000余人。

今年 6月，龙里县启动了“萤火

虫好声音”评选活动。原来听山歌的

村民，成了参赛的选手。他们自编自

唱、热情高涨，用自己的“好声音”表

达着对新时代的畅想和憧憬。

（《人民日报》 戴林峰 程焕 窦
瀚洋 洪秋婷 王沛 原韬雄）

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
严打“涉考”违法犯罪
维护高考安全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胡
浩 熊丰）记者5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为维护高考安全，2020 年以来，全国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对

利用互联网和无线考试作弊器材实

施的各类“涉考”犯罪活动保持高压

严打态势，持续对“涉考”违法犯罪活

动开展侦查打击，破获刑事案件 3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名。

据了解，今年高考前夕，各地公

安机关网安部门连续侦破多起组织

考试作弊案，涉案犯罪团伙利用互联

网招揽作弊考生，收取高额费用，为

考生非法提供考试作弊“服务”，牟取

高额经济利益。此外，针对网上出现

涉高考虚假谣言信息，错误引导考生

备考复习等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依法查处了一批散布高考谣言的网

络自媒体账号，对严重扰乱考试秩序

的谣言发布者依法予以严惩。

七部门印发通知引导和
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王
优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引导

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创业的通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

渠道，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

通知提出，鼓励高校毕业生围绕

社区服务需求就业创业，支持社区服

务类企业、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或组织见习，支持高校毕业生到

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和灵活就业。

社区工作者队伍出现空缺岗位优先

招用高校毕业生，着力补齐新冠肺炎

疫情社区防控中暴露出的社区工作

力量短板，完善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政

策措施，培育发展各类城乡社区社会

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

供给增加带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通知强调，强化高校毕业生社区

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加强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观念引导，关心城乡社区

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成长发展，加大

从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

街道（乡镇）干部力度。

贴近百姓生活 深入田间地头
——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党的理论宣传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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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过军，当过军嫂，转业后当了医生又专门为军人服务，这一

生，都与‘橄榄绿’结缘。”这是四川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罗大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宜宾市武警支队、消防支队，只要提起罗大富，指战员们可谓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年 70 岁的罗大富是一名老党员，自 1995 年以

来，一直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宜宾驻地武警支队和消防支队的指战

员提供医疗服务，以执着的爱党拥军情怀，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罗妈妈”，曾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先进

个人”“最美拥军人物”“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爱党拥军
一生与“橄榄绿”结缘

1950 年，罗大富出生在宜宾的

一个工人家庭，儿时的记忆中，令她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从党员父亲口中

和学校课堂上了解到的无数革命先

烈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

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这让她

深深地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真理，立志一定要加入中

国共产党。

在成长的岁月里，随着对共产

党认识的逐渐加深，“爱党爱国”这

一信念深植罗大富心间。为了更好

地报效祖国，1968年，她光荣地参军

入伍。在部队期间，罗大富当过班

长、排长，后通过选拔考进军校学

习，毕业后又回到部队当军医。其

间，她没有忘记自己想要成为一名

中国共产党员的追求，一直积极地

向党组织靠拢。

1976 年，罗大富转业到宜宾市

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依然没有停下

自己向党组织靠拢的脚步，始终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时刻

牢记自己是一名军人，保持着部队

良好的传统和作风，将对党的爱、对

部队的那份感情倾注在工作和生活

中。1989年，罗大富如愿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95 年，医院根据上级工作安

排，开始承担为宜宾驻地武警支队、

消防支队指战员进行医疗救治的任

务，因罗大富在部队当了多年军医，

对部队的医疗管理方式以及部队指

战员的常见病、多发病等比较了解，

所以这项工作便交给了她。“近 10

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我的一生，没

想到能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与‘橄榄

绿’的缘分。”在以后的工作时间里，

她将这份军旅情结化作了实实在在

的拥军行动。

宜宾驻地部队比较分散，指战员

们到医院看病比较困难。罗大富考虑

到这些实际问题，便为每个基层连队

都配备了药柜、药箱，备好常用的药

品，让指战员们有小病在连队就能够

得到及时的治疗。此外，她每年都要

针对不同季节、部队官兵职业病和一

些常见的流行性疾病，定期或不定期

地深入驻地部队为指战员们讲解防

病治病常识，官兵宿舍、训练场上总

能看到罗大富的身影。

今年，是罗大富为宜宾驻地武

警支队和消防支队的指战员看病的

第 25个年头，已经退休 15年的她，

多次拒绝多家民营医院的高薪聘

请，留在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军人

门诊室继续为指战员们服务。目前

她仍为3个武警中队、7个消防中队

以及 96721 部队的指战员提供医疗

服务。罗大富说：“我是一个普通工

人的女儿，是党培养了我，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退休不等于退岗，退休仍

然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继续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无私爱心
指战员的“罗妈妈”

“我对指战员们的爱，有医生对

病人的爱，有老兵对年轻战士的爱，

也有母亲对孩子的爱。”罗大富对指

战员们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她用慈

母般的博大胸怀和无私爱心，滋润

着指战员的心田。

对驻宜部队的许多指战员来

说，罗大富不仅是一位医生，更像

是一位妈妈。对患病住院指战员她

悉心照顾；对指战员家属，她待如

亲人……每逢节假日，她总是放弃

与家人欢聚的时间，走进军营，与指

战员们一起联欢，一起包饺子、唠家

常，她总是语重心长地对新兵说：

“既然来当兵，就不要怕吃苦，练出

过硬的本领，才能保家卫国。”

有一次，武警宜宾市支队一中

队的一名战士因锁骨骨折闭合复位

不成功，痛得撕心裂肺地喊叫，衣服

都被汗水浸透了，罗大富和主管医

生商量尽快为他做手术，并一直守

在手术室门口。做完手术，当时正值

春节期间，罗大富便毫不犹豫地将

他接到了自己家中照顾，给他做可

口的饭菜。战士流着眼泪对罗大富

说：“罗妈妈，您跟我自己的妈妈一

样，我回部队一定努力工作，为部队

建设多出力量。”

一个寒冷的冬日，窗外正在刮

风下雨，凌晨3点钟，熟睡中的罗大

富接到一名战士打来的求助电话称

其妻子分娩难产。挂掉电话，罗大富

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穿上衣服赶往

医院。途中，她不慎扭伤了脚，但她

忍着疼痛，迅速赶到了医院。“小孩

的头颈被脐带缠住了……”罗大富

到了医院后立即帮着联系生产的

事。凌晨 5 点钟，小孩平安出生。看

到产妇精疲力尽的样子，她又下楼

敲开街边店铺的门，请店主煮了五

个热腾腾的荷包蛋，亲自喂产妇吃

下。看到母子平安，她才拖着疲惫的

身躯放心回家。而她自己却因淋了

雨，发起了高烧。

25 年来，发生在罗大富与她的

“兵儿子”们之间的感人故事不胜枚

举。她以自己的宽厚爱心和浓浓真

情，关爱着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指

战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使指战

员们在他乡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

暖，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罗妈妈”。

(下转A2版)

部队官兵向罗大富敬送“警营慈母”锦旗

罗大富慰问生病战士

罗大富慰问武警官兵

罗大富教战士们测量血压罗大富教战士们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