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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省各地形式多样学党史，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为人民服务中践行初心
使命。

学党史，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引导全党

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当前，我省广大党
员干部正通过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从党的百年非凡历
程中汲取坚守初心使命的营养和动力。

“爷爷运送革命经费返回萍乡途中，在南坑不幸被
靖卫队逮捕……”4月 2日，上栗县彭高镇华源村党员志
愿者邓更生用朴实无华、情感深挚的语言，给前来瞻仰
烈士的党员干部一遍又一遍地讲解他爷爷邓贞谦烈士
的革命事迹。彭高镇围绕邓贞谦烈士的革命史，开展

“上一节专题党课、向烈士墓敬献一次花篮、品读一次红
色家书、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沉浸式学习教育，激励党
员干部从身边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中汲取理想信念的
强大力量。

4 月 20 日，浮梁县党史学习教育“百人讲百场”活
动中，党史宣讲员吴钻坤播放了精心自制的短片《瑶里
改编》。“这里就是以前红军游击队在瑶里的主要驻扎
地……”他用当下颇受欢迎的Vlog形式，结合相关史料

和影视资料，通过镜头和个人讲述，带领大家重走历史
路，寻找和浮梁有关的红色足迹，激励党员干部砥砺初
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美好生
活。”“正是因为有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才有了今天的中
国。百年抒怀，唯有奋斗珍惜！”4月 4日，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开展“学党史忆初心 传薪火祭英烈”活动，副馆
长熊艳燕一场题为“感悟南昌起义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的宣讲，让前来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党员干部深受
教育，写下感人的留言。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心灵得到了洗
礼，思想得到了提高，精神得到了升华。

办实事，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我省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回应群众关切，切实
解决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月15日，南丰县琴城镇水南村党员、村委会副主任
胡昌发，督促村民范玉华的儿子胡某到县职业中学上
课。范玉华丈夫因病去世后，她一人前往广东务工，留
下胡某在县职业中学就读。前不久，学校老师反映胡某
经常逃课，让范玉华十分担心。胡昌发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主动督促胡某上学，并承担每天的接送任务，监督胡
某完成作业，现在胡某每天都能按时到校。

这是我省党员干部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的一个缩影。
如今，不管是城市社区，还是广袤乡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事例不胜枚举。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替烈士看爹
娘、为烈属办实事”活动，大家带着真情深入全省 4万名
烈士家庭，送温暖、办实事；省民政厅党员干部积极办好

“关爱老人、享受美好生活”“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
程”等 8项民生实事；省残联党员干部主动作为，推动完
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有效保障残疾人基
本生活保障……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哪里接
种？是免费的吗……”3月31日，在进贤县池溪乡农贸市
场，由该乡机关干部摆设的卫生健康“摊位”前，乡干部
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在反诈骗、反非法集资等

“摊位”前，乡干部也结合自身工作为群众详细解答，并
及时了解群众所思所急所需所盼，现场解决民生问题。

当前，放眼赣鄱大地，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饱满的精
神，真真切切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中
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学党史明初心 办实事担使命
——各地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本报记者 余礼彬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
省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断拓展学习内容、
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载体，通过丰富多彩、喜闻乐见
的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冒热气，让党史知识入
脑入心，激发奋进力量。

4月 20日，全省优秀红色宣讲员在共青城市开展专
场宣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熊艳燕以“八一精
神”为主题，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生动讲述了周恩来、
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南昌起义的英勇事
迹，将大家带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赢得了在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我从事讲解工作已经 22 年，但还是觉得没有讲
够。”熊艳燕说，要不断汲取和挖掘蕴藏在党史中丰富的
政治营养和精神瑰宝，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
红色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 3月以来，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组织红色讲解员赴九江、抚州、上饶多地，运用
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宣讲形式，为基层干部们带
去一堂堂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党史课程，直接听众多
达数千人。

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宣讲
沉下去、学习热起来，赣鄱大地处处是课堂。为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引导广大群
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4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启动优秀
红色宣讲员进基层宣讲活动，由先进典型人物、高校专
家学者、基层党史研究人员、红色故事讲解员等共 60人
组成15支队伍赴各地开展示范宣讲，通过一堂堂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党史教育课，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
势，把遍布全省的革命旧址、博物馆、纪念馆和各类纪念
设施，打造成为寓教于思、寓教于悟、寓教于行的红色课
堂，搭建多平台讲好红色故事，拓展多途径传承红色精
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吉安市坚持活用红色资源学党史、传基因，通过开
展追忆红色岁月“走读”、激活红色标识“研学”、探索红
色基因传承“建制”等方式，打造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
文化传播等平台，创建联席会议、效果检验等机制，让井
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上饶作为革命老区，有名有姓的烈士将近4万人，诞
生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人
物。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上饶市注重用好本地
丰富的红色资源，谋划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
育，精心组织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史故事 100讲、红

色经典主题诵读大赛、“追寻上饶红”随手拍等红色育人
主题活动，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宣讲接地气、精神入人心。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
际、突出特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将有时间跨度、历史厚度和现实深度的党史更
加生动、更加多样、更加灵活地展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国云说：“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我们进一步弘扬方志敏精神，深入开展红
色文化育人。通过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制作发布短视
频，讲好党的故事和方志敏的故事，有的作品点击量达2
万余人次。”

“如今，村里党史学习教育的载体更活了，党员群众
都能看着书、答着题、观着剧、唱着歌，争当‘学党史达人’。”
南丰县琴城镇水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勇说，
现在村民不仅每天能在手机、电视、报纸上看到党史学
习教育的最新内容，村里还开通了“桔乡水南”微信公众
号，建立了党员群众微信群，每天推送党史学习教育的
相关内容。同时，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文艺
汇演、红色电影下基层、红色文化进景区等活动，用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深入人心。

创新形式 丰富载体

我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4月27日上午，中央第四生态环保督
察组向江西转办第二十批群众举报材料124件（来电80件、来信
44件），其中重点关注 4件。4月 26日，省协调联络组向中央第
四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了第十一批124件群众举报事项办理情
况，其中已办结48件，阶段办结76件。

第二十批信访件从地区分布看，南昌市 24 件，赣州市 18
件，上饶市15件，吉安市14件，九江市13件，萍乡市13件，宜春
市 11件，抚州市 9件，鹰潭市 3件，新余市 2件，景德镇市 2件。
按照污染类型划分为，大气污染 53件，水污染 41件，生态破坏
类38件，噪音污染28件，土壤污染17件，其他污染9件。

截至4月27日10时，中央第四生态环保督察组分20批累计
向江西转办群众举报材料 2165件（来电 1408件、来信 757件），
其中重点关注65件。各地累计信访件为：南昌市445件，上饶市
336件，赣州市 318件，吉安市 240件，九江市 234件，宜春市 169
件，抚州市137件，萍乡市91件，新余市74件，鹰潭市62件，景德
镇市59件。

第十一批信访件调查结果情况如下，群众举报属实 28件，
基本属实10件，部分属实77件，不属实9件。处理情况分别是，
责令立即改正 66家，限期整改 60家，停产整改 18家，立案处罚
21家，查封扣押 1家，关停取缔 4家，立案侦查 3件，约谈 78人。
向社会公开124件。

第十一批群众举报转办件和边督边改详细情况在省政府
网站和省生态环境厅网站进行公开。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期：2021年4月7日至2021年5月7日
专门值班电话：0791-88903040
专门邮政信箱：江西省南昌市A079号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08：00-20：00

中央第四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江西移交第二十批信访件

第十一批信访件已办结48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江西

谷雨时节，春雨的洗礼让大余县青龙镇二
塘村广袤田地焕发勃勃生机，村民正忙着播
种、插秧、施肥……奏响了春耕春播“进行曲”。

“目前黄牛养殖规模达19头，好好照料它
们，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在二塘村一处牧草
田里，脱贫户黄艳毛正用残疾的双手熟练地
收拢着妻子割下的牧草，放进箩筐里。

黄艳毛今年 51 岁，小时候被高压电意
外击伤双手，导致二级肢体残疾。黄艳毛没
有屈服命运，从小就学会了穿衣、做饭，干起
农活来也非常麻利。2015 年，黄艳毛一家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工作队根据黄艳毛家的实际情况，
为他家量身定制了一条发展种养产业的脱贫
之路。很多村民因为外出务工，无暇照顾田
地，村里就协调把无人种植的田地交由黄艳
毛种植水稻；黄艳毛有养殖经验，村干部又鼓
励他去当地农业合作社学习养殖技术。很
快，黄艳毛将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亩，并买
了4头黄牛，开始了自己的种养之路。

水稻种植效益越来越好，黄牛出栏数量
也逐年增加，加上 3个孩子相继外出务工，黄
艳毛家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并于 2018年顺利
脱贫。目前，黄艳毛家庭年收入已达16万元。

“黄艳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好日
子，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其他贫困群众触动
很大。”二塘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泽介绍，如今
在二塘村涌现了一批跟黄艳毛一样靠发展种
养产业致富的脱贫户。

“这边是养蜂基地，那边是太空豆种植基地，再过去是桑葚
基地……”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刘会泽指着一旁的种养产业基
地向记者介绍。

市场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二塘村紧抓产业发展，精准
分类建档，如今全村已有126户村民自主发展种养产业。此外，
该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充分消化村里剩余劳动力。该村
以合作社经营、农民入股的方式，流转土地发展太空豆、肉鸭等
种养产业，让村民获得稳定租金的同时，还能通过农闲时务工
获取工资，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村民生活逐渐富裕，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记者在村里看到，水泥路和自来水通到了家家户户，
路灯也立起来了。村里还建起了休闲广场、村文化舞台。小
桥流水，果蔬飘香，二塘村正向着建设秀美新农村的目标阔步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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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美煜）4月27日，由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
委员会、省侨联和豫章师范学院主办的“侨心向党 红歌嘹
亮”——江西侨界喜迎建党百年华诞歌咏会在豫章师范学院举
行。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谢茹出席。

舞蹈《梦想起航》、诗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歌伴舞
《把一切献给党》、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
祖国》……歌咏会以多种表演方式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抒发
了广大侨界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省侨联和豫章师范学院还
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激励和动员广大侨界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西侨界喜迎建党百年华诞歌咏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朱华）4月27日，省委在南昌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各项
活动安排。

据悉，我省将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包
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行庆祝大会、评选表彰先进、开
展走访慰问活动、举办系列理论研讨会、推出一批文艺
作品和出版物、举办系列主题展览、开展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开展主题宣传报道等九个方面。

我省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突出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高质量落实好专题
学习、宣讲阐释、专题培训、红色文化弘扬、“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等，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百年党
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务求实效、走在前列。

经党中央批准，我省将以省委名义在井冈山举行江
西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成为全国六个
举办庆祝大会的省（市）之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根据党中央部署安排，我省要做好“七一勋章”和

全国“两优一先”评选推荐工作，做好“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颁发工作。“七一”前夕，以省委名义在南昌举行
表彰大会，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
者、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省还将对获得党内功勋
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
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组织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

省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省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建党100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行庆祝大会、评选表彰先进、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4月 27日，在江西省庆祝建党百
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九大方面活动安排已出炉，全省
上下将共庆党的百年华诞。

“庆祝+表彰”两场大会引关注
在今年的系列活动中，有两场大会引人关注。其中

一场是庆祝大会——经党中央批准，我省将以省委名义
在井冈山举行江西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成为全国六个举办庆祝大会的省（市）之一。

井冈山在百年党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是
“中国革命的摇篮”。在井冈山召开建党100周年庆祝大
会，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践行初心的不懈
追求和党中央对江西革命老区的莫大关心、莫大鼓舞。

另一场是表彰大会——“七一”前夕，以省委名义在
南昌举行表彰大会，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
党务工作者、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此外，今年党中央作出了首次开展“七一勋章”评奖
颁授、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的决定。那么，
我省哪些党员能获此荣誉呢？

今年 1月以来，省委开展了“七一勋章”初步建议人
选推荐工作。在全省各级党组织逐级推荐，广泛征求党
员和相关部门意见基础上，经省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已
于3月中旬，向党中央报送了“七一勋章”初步建议人选。

经调查摸底，我省共有 20.5 万余名党员符合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条件。目前，我省正按照中组部
要求联系制作纪念章，下一步还将组织开展审核、公示、
发放等工作，确保在“七一”之前将纪念章颁发到每个符
合条件的老党员手中，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
和温暖，进一步激励全省广大党员拼搏奉献、接续奋斗。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此次新闻发布会，还对我省党史学习教育情况进行

了通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

组，并于 3月 1日召开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省委
积极发挥“头雁”效应，带头开展专题学习、专题培训、专
题研讨，在井冈山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专题
读书班，组织省党政代表团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瞻仰，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砥砺初心
使命。

我省组建了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赴各地各单
位开展专题宣讲，共举办报告会60多场，实现设区市、省
属本科院校、重点省属国有企业“三个全覆盖”。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集中出台有利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推出为民
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实施直接造福于民的项目工程，
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抽调精干
力量组建 10 个省委巡回指导组，深入市县和省直单位
等，指导督促推动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此外，我省还用好网络育人载体，广泛发动青少年
学生创新开展“党史+云游”“党史+音乐”“党史+绘画”

“党史+诵读”“党史+比赛”等多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
截至4月25日，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省内
访问量超过6380万次，留言近4万条。

开展“替烈士看爹娘，为烈属办实事”活动
江西是红土圣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

牲和重大贡献，有名有姓的烈士有近26万人，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源远流长。

今年 3月起，我省部署开展了“替烈士看爹娘，为烈
属办实事”活动。截至目前，有2.6万多名干部职工参加
了走访慰问，对近4万名烈士家属全部走访到位。

各地采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全方位为烈属
提供服务。萍乡与相关单位签订了优抚合作协议，规

定烈士父母和遗孀可享受单间住院看病、免费医疗、免
费游览景区。宜春、景德镇、上饶、吉安等地为困难烈
属办理低保，组织烈属、优抚对象进行免费体检。据统
计，全省累计为烈士遗属办实事 839 件，发放慰问金
2100余万元。全省有 1万多名“新长征”退役军人志愿
者、186 个社会组织、2800 多家企业加入慰问烈属活
动，在赣鄱大地营造了缅怀先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真正让烈士得到褒扬、让烈属受到尊重、让党员接受
教育。

系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纷呈
“七一”前后，我省将组织开展多项文化活动，堪称

好戏连台、精彩纷呈。
我省将举办系列理论研讨会，包括中国共产党入党

誓词发展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理论研讨会、江西省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论坛等活动，推出
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从瑞金出发》，举办“百年党史”报
告会，开展理论征文活动。

创作推出一批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包括电视剧《井
冈山儿女》、电影《邓小平小道》《三湾改编》、戏剧《一个
人的长征》、歌剧《山茶花开》、广播剧《十七棵松》等，组
织出版《中国共产党 100年江西简史》《中国共产党 100
年江西大事记》《永恒的力量》等。

举办系列主题展览，包括“全国工艺美术红色主题
作品展”“江西脱贫攻坚成就展”“百件珍贵革命文物档
案说江西”“百年赣鄱耀中华——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
美术书法精品展”等。

此外，我省还将实施百期音视频节目、百个革命文
物展览、百处革命旧址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百佳革命文
物讲述人、百项红色主题社教等“五个一百”红色文化主
题活动，开展“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活动，组织我省近年创排的11部优秀红色
舞台艺术剧目展演巡演。

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江西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朱 华

本报讯（记者齐美煜）4月27日，2021年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397个集体和 1197名个人
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1297 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
号”。其中，我省 10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9人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33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等10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葛利伟（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主任、监事会主席，
高级工程师）等 29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江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刘辉劳模创新工作室等33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29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0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3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