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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宿州市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全面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促进乡村
振兴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
撑。该市泗县通过思政工作助脱贫，汇聚发展合
力，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通过思政工作惠民生，夯实基层治
理，获评“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县”；通过
思政工作树新风，践行主流价值，获评“全国书
香城市”“全国弘孝示范城市”“第七届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

建好“三中心” 强化阵地建设

“二一年，七月一，中国共产党喜成立。宗旨
明，决心大，誓为民众打天下……”近日，泗县丁
湖镇向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场前， 当地文
化志愿者梁贤地正在说唱快板 《歌颂建党一百
年》。清脆的快板声，朗朗上口的唱词，让村里的
党员群众听得津津有味， 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人心。

泗县是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县， 为了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近年
来， 泗县把分散在各个条块中的阵地资源整合
起来，在县、乡、村、组、户五级阵地全覆盖的基
础上， 将文明实践阵地延伸到田间地头， 打造
1000 余个契合群众需求的文明实践点。 通过
“走心”制作短视频，“云端”传递好声音，“板凳”
提供大舞台， 农民夜校传技术， 百姓门口话变
化，让群众吃着饭、干着活、唠着嗑就能听得进、
记得住、用得上。

“请问，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三、二、一，

请抢答！ ”主持人话音一落，“叮叮叮”各队都争
先按下了抢答器。 4 月 6 日，泗县草沟镇文化活
动室内传来阵阵掌声， 这是该镇党史学习教育
知识竞赛的现场， 来自全镇 18 名青年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组成六支参赛队， 展开党史学习教
育知识激烈大比拼。

近年来，泗县按照“一个文化广场、一个文
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
化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材”“六个一”标准，建
好用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以村庄为单元构筑
乡村“田园书吧”“村口舞台”，构建县乡村三级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实现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全覆盖， 为 168 个农家书屋补充图书 3.2 万
余册，广播电视信号实现全覆盖。

为了强化思政阵地建设，泗县建好用好融
媒体中心，着力画好宣传思想工作网上线下同
心圆。 全县 2606 个乡村大喇叭定期播报，结合
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开展政策讲解、 疫情防控、
农业生产、乡村振兴等宣传。 泗县发布“双微”
平台及时推出反映全县经济发展、 脱贫攻坚、
乡风文明等主题内容，并在全县各村 187 个微
信生活群中推广宣传， 推进党的声音精细化、
精准化传播。

祛除“三气” 拓展路径内涵

泗县以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为根
本路径，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进一步焕发出乡村文明新气象。

晒晒农家院，比比庭院美。 阳春三月，为进
一步营造生态宜居生活环境， 泗城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帮助引导脱贫
群众进一步做好生活环境常态化打扫。 “我们
赵庄村组建稳定的保洁志愿者队伍，确保了村
民生活环境常态化维护，让乡村更美。 ”泗城镇
赵庄村支部书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陈彩
侠说。

清洁行动不仅褪去了乡村曾经的脏乱差
“土气”， 更助力了脱贫群众小康路上的 “新
气”。 该县组织“县、乡、村+N”志愿服务队 950
余名志愿者，每周四对全县贫困户一对一开展
“清洁行动、助力脱贫”活动，帮助他们养成健
康 、卫生的生活习惯 ，因地制宜扶思想 、扶观
念、扶信心，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树立起村民劳动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精气神。

梨花枝头春意闹，燕飞心怀伊人来。 4 月 2
日， 大庄镇小宋梨园梨花丛中，11 对新人的集
体婚礼仪式正在举行。 一对对新人身着传统中
式礼服，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众
亲友掌声中喜登婚礼舞台。

为深入推进“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工作，
泗县通过开展集体婚礼月月办、 移风易俗赶大
集、新风堂里场场宣、村村设立“孝德榜”等活
动，让移风易俗祛“阔气”，浸润人心接“地气”。
泗城镇大吴村开设移风易俗“文明号”，利用闲
置大巴车开辟流动新风堂， 车身及车厢内部张
贴“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公筷公勺等宣传内
容，引导他们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菜品减量。该
村青年朱承诺、占琳娜不要彩礼，不办婚宴受称
赞。 山头镇大柏村书记柏伟松通过拉横幅方式
谢绝村民随礼参加其子婚礼。 去年全县减办酒
席 2 万多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3000 余例，群
众节约资金 8000 余万元。

通过扫黄打非祛“邪气”，教育引导树 “正
气”。泗县对低俗文艺演出和“黄赌毒”等社会丑
恶现象进行严厉打击， 肃清社会不良风气和有
害行为。 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挂历 1
万余份，送到农户家中，通过帮扶干部做思想工
作，群众主动撤除非法宣传品千余张。

文化搭台 丰富形式内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4 月 1 日
上午， 一曲曲铿锵有力的歌声回荡在泗县大庄
镇中心校报告厅内。 来自全镇 18 支代表队 500
多名乡村党员干部走上舞台， 以红歌比赛的方
式抒发了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通过举办乡村春晚、 家庭春晚、“千年大运
河 最美新泗州” 农民朗诵演讲比赛、“农村少
年儿童暑期实践”征文、“美好泗州舞起来”群众
广场舞大赛和曲艺大赛等一批群众文化活动，
全县累计参与文化活动 40 万人次，激发起全县

广大党员干群的干事创业激情， 汇聚起乡村振
兴磅礴力量。

该县还通过组织 16 支文化惠民志愿服务
队， 积极开展搭台送文化活动。 每年举办泗州
戏、唢呐、书画等各类培训活动；实施农村电影
放映工程，12 支放映队常年活跃在乡村， 年放
映电影 2000 余场次；创办农村文化团体 100 余
个，培育城乡文化志愿者 500 余人，实现了既有
红色文艺“轻骑兵”，也有不走的“宣传队”。

主题宣讲兴文化。泗县组建 16 支“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脱贫攻坚宣传小分队，采取通
俗易懂、 接地气的形式， 到基层一线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组织乡土文化志愿者
编创《文艺传唱新思想》丛书。 丁湖镇向阳村梁
贤地、黑塔镇三葛村大鼓艺人陈学力等 62 名草
根艺人志愿者，将党的新理论、新政策、党史知
识编成符合农民口味的快板、鼓词，常态化传送
到群众身边，让新思想、新政策、新理念、新文化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截至目前，共开展 1500 场
活动，12 万人受益。

示范引领 构建常态长效

泗县县委印发《关于月评“泗县好人”活动
的通知》《关于表彰泗县“最美泗州人”的决定》
《泗县礼遇和帮扶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实施办
法》等文件，建章立制让激励机制立起来。 先后
健全和完善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工作制度；制
作以“家风”为主题的短视频，举办文明家庭巡
礼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在各村设立“诚信榜”
“好人榜”等宣传阵地，引导群众向上向善、孝老

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屏山镇小赵庄贫困户徐敏夫妻俩都是残疾

人，帮扶干部多次做其思想工作，在党的扶贫政
策激励下，用勤劳的双手让日子越过越好，他们
在两个贫困村开办了小车间，带动 11 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成为全县“十星级文明户”的典范。该
县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好婆婆”
“好媳妇”“美丽庭院” 等各类先进评选活动，让
群众身边的榜样评起来， 用群众身边的典型榜
样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带动群众。通过评选，全
县涌现出全国文明村镇 1 个、 省级文明村镇 5
个、 市级文明村镇 60 个、 县级文明村镇 134
个、六星级及以上“星级文明户”116683 户、“美
丽庭院”9350 户、“最美泗州人”125 人。

“作为老党员，在全镇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机，我有义务有责任带头学党史、讲党史、
上党课， 多为年轻党员学党史、 悟思想示范引
路。 ”近日，泗城镇老年支部书记时侠广在党史
学习教育报告会上说。

为了凝聚乡贤力量，发挥乡贤作用，泗县让
乡贤“五老”动起来。 县委充分发挥乡贤在社会
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建立健全多元化解矛盾纠
纷调处机制，每村建设一个乡贤志愿服务站，每
村推举一批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乡贤志愿者，
从民间“老理”出发，从乡情亲情入手，用春风化
雨的方式义务为群众解决难题、调处纠纷、化解
矛盾。 全县 1000 多名古道热肠、品行端正的老
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模范、老教师等“现代乡
贤”活跃在基层一线，从源头上减少了矛盾纠纷
发生，泗县连续两年获评全省信访维稳先进县。

(尉成辉)

培育文明乡风 汇聚发展合力

泗县主题宣讲活动暨全县十星级文明户表彰大会。

移风易俗走进乡村。

满腔热血献乡村
■ 本报通讯员 王小兵

四月的大别山，草木葳蕤，春茶飘香。
在金寨县果子园白纸棚村千亩茶园内，正
在采摘春茶、 收获喜悦的村民们时时感念
一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皖维
集团原驻金寨县果子园乡白纸棚村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长夏云胜。

在 2 年多时间里， 夏云胜将全部心血
倾注扶贫攻坚一线， 带着真情为百姓做实
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2017 年 4 月，时任皖维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党总支书记、54 岁的夏
云胜主动请缨。 当年 4 月 28 日，他带领两
名年轻人来到对口帮扶的金寨县果子园乡
白纸棚村。

白纸棚村地处大别山腹地，山高林密、
地少田瘠。 夏云胜初到村里时，还有 158 户
622人没有脱贫， 他立即挨家挨户调查走
访，家里有几口人、种了几亩地、一年收入
多少、致贫原因有哪些……他边问边记，与
群众商讨脱贫门路。

“没有夏书记，我们哪有这么好的生活，
他是好人啊！ ”白纸棚村易地搬迁扶贫户周建

霞一说起夏云胜，泣不成声。
周建霞现在家已搬到白纸棚中心村 ，

三层楼房，窗明几净，出门就是公路。 然而，
3 年前周建霞家还住在名叫红石岩的大山
里，缺水少粮。 夏云胜一次次爬上山，动员
这户人家下山。

“你们三番五次来上门 ， 苦口婆心地
劝，是为我们好。 ”周建霞答应了。 搬下山
后，在夏云胜的引导下，周建霞夫妇养起了
黑毛猪，如今存栏 37 头，夫妻俩对未来生
活信心满满。 随后，红石岩山上另外 6 户贫
困户也纷纷下山。

2018 年 3 月，夏云胜帮助老湾村民组村
民郭可志解决了 1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买回
4 只猪仔饲养。 今年，老郭养的猪已出栏 140
头、存栏 100 头能繁母猪，日子越过越好。

夏云胜带队驻村后， 通过认真走访调
研、多方论证，确立了白纸棚村以茶水果旅
为重点、以产业带就业的产业扶贫思路。 他
带领队员挨家挨户做工作， 村里 813 亩土
地实现流转。 他动员 5 位能人大户返乡创
业， 以皖维集团 230 万元扶贫资金作为村
集体资金投资入股办起了村茶园。 将上级
下拨的各类政策性资金统一整合到村创福

公司，入股经营合作社，每年按固定比例分
红。 2018 年白纸棚村被列为全省集体经济
发展示范村 ， 到去年底 ， 村集体收入达
74.13 万元。 他带领工作队为 158 户 622 名
贫困户量身定做脱贫实招，2020 年底，贫困
户全部实现脱贫。

夏云胜初到村里，黄泥村民组陈荣付家
还守着 6 亩沙石地， 一年累到头收入微薄。
土地流转后，每亩年租金 500 元，陈家一年
就有 3495 元进账。 陈荣付在家门口的茶园
打工，一天工钱 110 元。近 3 年来，仅务工收
入就有 11.3 万元。 “夏书记为我们老百姓操
心劳累啊！ ”提及夏云胜，陈老汉红了眼圈。

身为驻村第一书记，夏云胜认识到必须
抓好党建促扶贫、带好队伍谋长远。 白纸棚
村党支部书记漆仲存说， 夏书记来了以后，
落实每周一次村“两委”学习会制度，“两会
一课”、党员活动日等走上正轨，全村党员综
合素质明显提高，党员在脱贫致富、乡村振
兴、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突出。
联系白纸棚村的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长王一
民说：“夏书记不仅帮我们脱了贫，还给我们
留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

果子园乡党委书记黄大立说， 夏云胜

驻村扶贫，是带着真情做实事，群众再小的
事，只要找到他，他都认真对待、用心操办。

2018 年初，在冒雪走访群众、查看受灾
情况过程中， 身体瘦弱的夏云胜不知摔了多
少次。 金林村民组方立志家的房子盖在有滑
坡隐患的陡峭的山体边， 夏云胜反复劝导这
户人家赶紧撤离； 兴民村民组王龙华治疗乳
腺癌的药物一时买不到，夏云胜多方联系，及
时送来了救命药；村医务室没有空调，夏云胜
找到皖维集团给予援助安装了空调……

2019 年 9 月，夏云胜积劳成疾，体检时
查出肝癌。 住院期间，他曾 4 次拖着重病的
身体来到村里， 最长的一次在村里呆了一
个多月。 2020 年 11 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
月，最后一次来到白纸棚村，与队员一起走
访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两年多时间里 ，夏
云胜先后获得金寨县、六安市、安徽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21 年 2 月，被
追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夏云胜党性强、作风正 ，驻村扶贫期
间，忘我工作、履职尽责，无愧于‘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皖维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福胜说。

4 月 9 日，太湖县科技特派员
在该县小池镇石霞村指导村民科

学采摘白茶。 近年来，太湖县组织
千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 ，
以 “科技+农户”“科技+合作社”
“科技+产业链”等新型融合体，助
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科技特派员
送技到茶园

大学生医技大赛项目在皖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4 月 9 日至 11 日，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

术技能大赛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赛道华东分区赛， 在安徽医科大学举
行。来自安徽、福建、江苏、江西、山东、上海和浙江等省市 46 所高等院校
的 184 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决出安徽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福建医科大
学等 12 支参赛队晋级全国总决赛。

旨在推动临床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培养高水平医卫人才的中国大学生
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的医学领域全国
性竞赛项目。 在“后疫情时代”，医学教育面临新挑战、新任务，以“尚德精术
培育卓越人才，中西并重共筑健康中国”为主题的本届大赛，全面总结了十
年来我国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成效，展示了我国高校医学人才培养成果。

据介绍，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赛道、预防医学专业赛道和护理学专
业赛道，均设分区赛，由安徽医科大学承办的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赛道
华东分区赛，其考核内容覆盖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医学、感染
病学、诊断学、基础护理学等临床多个学科，均采用仿真模拟教学模型和
标准化病人，高度贴近真实临床情景，全面考核医学生的素质、知识、能
力以及医学人文和团队合作精神。

此次大赛还设置了多个机位和观摩通道，并通过多个网络平台进行
全程现场直播，近 120 万人次线上观看了竞赛实况。

合肥基础教育探索“自育自学”改革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4 月 12 日从合肥市教育局获悉，合肥实

验学校深化“自育自学”实验改革方案日前举行专家论证，计划今秋启动
围绕“课程建设”和“多元评价”深化“自育自学”实验。

据介绍，自 1987 年建校以来，合肥实验学校就一直致力探索“自育
自学”之路，开设“学制改革班”，在招收“九年一贯制”学生的同时，招收
“七年一贯制”（小学四年、初中三年）学生。“七年一贯制”实施至今，期间
暂停招生过两次。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新期
待。 此次，合肥实验学校邀请了全国教育界著名专家对学校 34 年来“自
育自学”实践进行总结，并从时代意义、理念和原则、实验基础、内容和目
标、路径和措施、实验保障等六个方面，对“自育自学”实验改革方案进行
深化，探索个性化、差异化教学，识别学生潜能，引导学生提出个性化需
求，同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

铜陵开设家教公益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路璐）4 月 7 日，铜陵市“皖家童乐”公益课堂
暨“铜言童语”家教课堂启动仪式在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皖家童乐”公益课堂暨“铜言童语”家教课堂是由铜陵市妇联联合
家庭教育协会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开设的精品课堂，课题体现不同学
段学生的家庭教育需求，内容涵盖安全教育、心理辅导、阅读分享、家庭
教育，辐射该市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家庭。 从即日起每周举办一期，共
20期，每期邀请一名专家、名师或家庭教育工作者开展讲座，从一县三区
选择一所学校承办，并通过 App 进行现场直播以及网上互动交流，辐射
至现场外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引领家长注重家庭建设，挖掘家训文化，
弘扬优良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