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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1+N”本土特色资源课程体系；
开展“村史馆里上党课”、“小喇叭”传讲党
史等特色活动……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南昌县不断创新形式，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新”又“入心”，切实提高学习效
果。同时，该县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察民情、访民意，惠企便民
出实招，一件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
难愁盼”事得到解决。

“走新”更“入心”：从“有声
有色”到“融入生活”

在南昌县莲塘河畔，有一栋精致的莲
花造型书屋，它是许多人向往的网红打卡
地。如今，莲花书屋更是成为面向群众的
党史学习教育新阵地。“声声嘹亮颂党恩”、
诗歌朗诵会、“全民阅读，读史知党”活动、
莲花书屋“党史夜校”……一场场经过精心
筹备的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让党史学习
教育走进群众生活、走进百姓心间。

“让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群众生活场
景，才能更好地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南
昌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说。

为此，南昌县充分利用城市书房、农家
书屋、村史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场
所，通过开辟阅读专区、诵读红色诗词、传唱
红色歌曲、观看红色电影等方式，开展“爷爷
奶奶一堂课”、“小喇叭”传讲党史、“红色讲
堂”“村史馆里上党课”等特色活动。

在形式创新的同时，南昌县还结合本
地资源特色，做好内容创新。依托县委党
校平台，打造了“1+N”本土红色资源课程
体系，即：一堂以本土革命故事为素材的
情景党课《初心之光——忠诚、干净、担
当》，N 堂“昌南英雄”微故事汇、微党课。

“这堂情景党课以南昌县成立第一个党支
部、解放南昌县的第一天、第一任南昌县
委书记的一天等内容为主，既有党课的严
肃严谨，又有原汁原味的戏剧艺术，让大
家在能引起共鸣的语境中学习红色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南昌县委党校理研科副
科长邬璐佳介绍。

“从形式多样到内容多彩，从平台融
合到线上线下，南昌县让党史学习教育从
直达群众到就在身边。”南昌县委宣传部
主要负责人说。

“走深”更“润心”：从“分类
直达”到“热在基层”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农村、深入
企业、深入社区，南昌县一方面注重统筹布
局，最大程度扩大覆盖面；一方面重视激发
群众积极性，做到“学在基层，热在基层”。

“用‘冒热气’‘带露珠’‘沾泥土’的语
言，推动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近
日，在广福镇结束一场宣讲后，邬璐佳说，这
是她和宣讲团队努力的目标。邬璐佳是南
昌县委（小蓝经开区党工委）宣讲团成员，她
所进行的宣讲是目前南昌县正在深入开展
的“党声民心——百场宣讲颂党恩”微宣讲。

在集中宣讲的同时，南昌县还特别注
重分类实施，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有针对
性。比如，5月 9日，莲塘七中组织学生开
展“红色研学走进军营”活动，让学生了解
军营生活、接受国防教育、倾听历史故事。
目前，全县 763个团支部全面集中开展了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学习教育主题团
日活动，覆盖了全县1.3万名青少年。

在中小学校开展“学百年党史、颂党
的伟绩、传红色基因、育时代新人”主题教

育活动；组织老干部进社区开展党史宣讲
志愿服务、在幼儿园开展“童心向党、书香
润心”红色亲子阅读主题活动……南昌县
聚焦不同群体特点，发挥相关部门、社会
组织带头作用，分类开展活动。

此外，南昌县还十分注重在既有的互
联网应用平台上植入党史学习教育内
容。在南昌县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上，
就设有网格党组织活动专栏，可随时看到
相关情况。运用“党支部网格化”管理这
一优势，南昌县在加强对网格长、网格员
的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让各个网格各
显其能，充分引导广大党员群众重温党的
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

如今，在南昌县，既有专而精的理论
宣讲团，又有由劳模、乡贤等典型人物组
成的“榜样宣讲团”，还有自发组织的群众
宣讲团，全县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走实”更“暖心”：从“知责
于心”到“履责于行”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南昌县将学
习党史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一场场生动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蓬勃展开，一件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急难愁盼”事得到解决。
——关注民生“大事”，实施一批直接

造福于民的项目工程。南昌县在研究
2021年县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中，计划投入
15.4亿元，办好化解大班额、厕所革命、公
办养老机构改造等12件民生实事。同时，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民系列行
动”；实施 12 条道路“绿增彩”项目；增设

“口袋公园”“邮票绿地”4 个；计划投资
22075.2万元，改造6个老旧小区。

——着眼企业发展“难事”，打通优化营
商环境“最后一公里。”43名县（区）副县级以
上领导干部聚焦“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新高
地”开展领题调研，深入215家企业了解发
展困难，探索总结惠企做法。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作为全县经济发展主阵地的小蓝
经开区对在建项目工地实行“一对一”项目
联络员全程跟进制度，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落户企业富春环保（铂瑞
能源）公司副总经理赵旭东说：“我们有信心
到6月底就能完成一期项目。”不久前，该公
司在项目建设中遇到取水难题。在项目联
络员的协调下，南昌县水投公司全力配合，
最终帮助其解决了难题。

——着眼身边“小事”，下沉一线、创
新联动访民情解民忧。“有困难就去找网
格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莲塘镇澄湖中
路社区居民何玲说。南昌县第八期老旧
社区改造工作全面启动后，该社区干部
（网格员）下沉一线，全面征求群众改造意
见，赢得居民好评。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南昌县将网格管理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
心、12345政务热线等8个机构整合为县域
社会治理（综治）指挥枢纽平台。同时，完
善“村社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实现

“诉求一个口子进、一支队伍管督促、一套
流程抓办理”，提高办理效率、减轻基层负
担。目前，全县共收集到群众反映的各类
问题2.5万余件，解决率达98.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汲取百年党史
中的‘党性’养分、‘人民’养分、‘担当’养
分，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民’‘一心干
事’，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的目标要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南昌县委、小蓝经开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王 晶 胡雪萍 罗陈晨）

融入生活热在基层 履责于心实在为民
——南昌县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心润心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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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兵爷爷讲党史故事”系列策划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
后，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
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他的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
府的经费。

1935年初，刘启耀在宁都南部
领导游击战争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
失去了联络。刘启耀把装着金条、首
饰和银元的褡裢系在腰间，化装成乞
丐，寻找组织的足迹。他虽然腰缠万
贯，却宁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
不肯动用分毫公款。

1936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
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赣宁旅
泰同乡会”，接待过往失散红军，开展
党的秘密工作。

1937年初，刘启耀与原杨赣特
委书记罗孟文、特委宣传部长刘飞庭
在泰和马家洲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
省委。那包刘启耀用生命守护的金
银，成为省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活动
经费。

日前，信丰县举行 2021 年
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项
目 集 中 签 约 仪 式 ，一 举 拿 下
517.2亿元签约额。此次签约的
31个项目涵盖智慧物联网、基础
设施建设、康养小镇、天线、芯片
等领域。项目的签约、落地，将
助推该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
贸合作和深层次交流。

赣州与粤港澳大湾区地缘
相近、人文相亲、产业相连。近
年来，赣州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打造江西对接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如今，赣州
成立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专
门机构，全方位、全要素、高频次
开展对接，一批协同发展项目

“次第开花”，一幅加速对接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长卷在赣
南大地徐徐铺展。

思想是总开关、总阀门。赣
州把解放思想作为先导，加快推
动“老区思维”向“湾区思维”转
变。“我们以推动调查研究作为
深化学习的主要路径，区级层面
列出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
若干个重点调研课题，自觉以大
湾区为标杆，主动研究与广东省
毗邻省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的竞争优势、大湾区企业的投
资导向等各类政策、市场行情。”
南康区委政研室主任伍健平
说。思想的解放推动行动的突
围。赣州研究制定了打造江西
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建设 2021 年工作要点，梳理年
度重点项目清单。同时，加大

“南下”对接力度。赣州市发改
委、文广新旅局等市直部门纷纷

“南下”对接洽谈，南康区、赣县
区、龙南市等县（市、区）主要领
导带队赴大湾区招商考察，全市
上下形成了争先恐后、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

在基础设施上加快对接融
入。赣州连接粤闽湘三省，是江
西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最前沿，也
是大湾区联动内陆发展的直接
腹地。紧紧围绕把赣州建成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目标，赣州加
快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铁路、公
路、航空、水运互联互通，积极主
动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近日，赣深高铁有了新进展，
广东东莞段无砟轨道建设全部完成，将加快开展铺轨工
作。赣深高铁今年建成通车后，赣州至深圳的列车运行时
间将由目前的近 7个小时缩短为 2个小时左右，赣州将融
入大湾区2个小时经济区。

在产业发展上加快对接融入。赣州深度研究产业发
展趋势、政策环境及自身条件，精准对接大湾区现代产业
体系，承接大湾区优质产业转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
招商方式，吸引了华强方特、平安集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
众多湾区企业、单位前来洽谈合作。在平台对接合作上，
赣州国际陆港获批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开通运营赣深组合
港，开行赣州至匈牙利布达佩斯“双区联动”跨境电商班
列，开创了“跨省、跨直属关区、跨陆海港”的组合港通关新
模式。此外，赣州还充分发挥绿色生态、文化资源优势，适
应大湾区消费升级和高端市场需求，打造大湾区优质农产品
供应基地和康养旅游后花园。目前，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产品（赣州）配送中心，新增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20个，总数达32个。在广州、深圳等地举办“红色故都 客
家摇篮”“红土情深·嘉游赣”等旅游推介会，组织大湾区“红
色初心号”“客家情”旅游专列来赣州旅游。

在营商环境上加快对接融入。赣州树立“凡是大湾区能
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的理念，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
业入赣“无差别”办事体验，真心真情服务企业，持续推进“放
管服”等改革，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赣州的金字招牌。去年
以来，赣州针对产业转移、创业、就业、就医、就学等异地办理
难的现实问题，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并与广东省
梅州市、惠州市、东莞市、韶关市、中山市等8市签订“跨省通
办”合作协议，启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业务。“跨省通办”让
粤港澳地区来赣州投资企业和赣州市外出务工人员异地不
当“异客”，在“少跑路、少费事、少花钱”带来更多便利的同
时，促进两地劳动力要素、市场要素等跨省流动。

■记者手记

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是赣州“三大战
略”之一，也是赣州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赣州坚持“北上南下”、改革开放，取得了
一批重大成果。今年以来，赣州举全市之力打造对接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加紧“北上”对接争政策、“南下”融
入促合作，掀起了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热潮。相信，只要
继续坚定目标不动摇，找准定位强产业，全力以赴抓项目，
优化服务破难题，完善机制促落实，赣州一定能加快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新一轮区域发展中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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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退伍老兵王晓江和景德镇市陶阳学校的学生们在莲花塘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缅怀祭奠革命先烈。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长征后，
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
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他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的经费。

“1935年初，刘启耀在宁都南部领
导游击战争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失
去了联络。深夜，刘启耀被寒风冻醒，
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取出掩埋在乱石
中的褡裢系在腰间，沉甸甸的褡裢里
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这是省苏维埃
政府的经费。”5月 8日上午，竟成小学
校史馆内，同学们围坐在退伍老兵王
晓江的身边，听他讲述刘启耀烈士的
感人故事。

“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元，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年代，足
够刘启耀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可他是
怎么做的呢？”王晓江娓娓道来，对同
学们说道，“他把装着金银的褡裢系在
腰间，穿着烂棉袄，戴顶破斗笠，肩背
讨饭袋，化装成乞丐，追赶红军，寻找
组织的足迹。他虽然腰缠万贯，却宁
可讨米讨饭，忍饥挨冻，始终不肯动用
分毫公款。”当日下午，陶阳学校的同
学们，在一幅幅党史漫画和老兵爷爷
的生动讲述中，感受一名共产党员信
念坚定、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

1937 年初，刘启耀与原杨赣特委
书记罗孟文、特委宣传部长刘飞庭在
泰和马家洲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
委。那包刘启耀用生命守护的金银，成
为省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活动经费。临
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

“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
秘密机关，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
的战友。由于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刘启
耀身患肺痨，1946年初在泰和病逝。

宣讲结束后，王晓江领着同学们
来到景德镇市莲花塘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缅怀祭奠革命先烈。阳光下，纪念
碑上的“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格外耀眼。陶阳学校学生江南星表
示：“我要向革命先烈学习，以感恩之

心，树立远大志向，练就过硬本领，长
大后报效祖国报效党。”

宁可乞讨度日也不动用公款，蕴
涵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刘启耀以实际
行动证明了他是一名信念坚定、清正
廉洁的优秀共产党员，铸就了一座永
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巍峨丰碑。兴国县
龙口镇睦埠村是刘启耀的故乡，近年
来，该村通过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凝聚
前行力量。该村抢抓赣南苏区振兴和
脱贫攻坚大好机遇，整合 3000余万元
资金，对刘启耀纪念馆周边环境进行
大力整治，将红色史馆和产业基地有
机结合，连片打造成遗址参观、水果采
摘、娱乐游玩的项目群。同时，深度挖
掘古码头、墨庄、永祚第、江东庙等古
色文化，将睦埠村打造成为集“红、古、
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时光回溯至 1913年，当时的爱国
知识分子方芷庭先生在景德镇创办了
竟成小学，校名取自古语“有志者事竟

成”。1930年，方志敏率领江西红军独
立第一团奇袭景德镇，取得了武装暴
动的重大胜利，并设立了苏维埃政府，
竟成小学在当时也被誉为“浮梁地区
的赤色大本营”。该校大队辅导员马
翠告诉记者：“刘启耀烈士身上展现的
理想信念和远大志向，与学校校训精
神不谋而合。我们要激励孩子们传承
红色基因，做新时代好少年。”

陶阳学校党支部书记徐刚介绍，
学校通过开展“我向党旗敬个礼”“我
给党唱首红歌”等活动，培养学生爱党
爱国情怀,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

“‘听老兵爷爷讲党史故事’这个活动，
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历史认知，又让孩
子们从革命先烈身上学到了至死不
渝、不改初心的理想信念。我们将充
分利用好当地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厚植全校师生的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鼓励他们努力成长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核心提示

宁可乞讨度日也不动分毫
公款，他用生命守护省苏维埃
政府的经费，展现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时代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曾
动情地讲起赣州兴国的革命烈
士刘启耀的故事。5月8日，由
江西日报社、新余市委宣传部
（新余市网信办）联合主办，渝
水区委宣传部、渝水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承办的“听老兵爷爷
讲党史故事”系列活动第八站，
走进了瓷都景德镇。退伍老兵
王晓江先后来到景德镇市竟成
小学、陶阳学校，为孩子们讲述
腰缠万贯“讨米人”的故事。

5月15日，广昌县文联下属各协会党员文艺工作者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当日，党员文艺工作
者们来到驿前镇高虎脑红色基因传承基地开展“追寻先辈
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教育活动。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