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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一线永远在路上的新闻记者
高思杰， 不惧险情勇擒歹徒的特警张
劼，守护祖国天际线的空军特级飞行员
郝井文，用生命书写担当的基层纪检监
察干部李夏，截至目前，我省 4 人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小岗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乡
村红烛” 叶连平，“大国工匠” 朱恒银，
“最美孕妇” 彭伟平，“大义农妇” 罗腊
英，“状元技工” 许启金，“草原律师”陈
贤、曹旭，“中国兵王”王忠心……截至
目前，我省 22 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
称号，总数全国第一。

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六安法官魏
晶晶，20 年坚守乡村的宿州教师孙浩，
驻村七载奉献青春的滁州市西孔村党
总支第一书记王萌萌， 照料瘫痪亲人
60 年的马鞍山市同发村村民宣少明，
关爱帮扶留守儿童的阜阳市志愿者胡
玉玲，撇下新娘勇救溺水儿童的安徽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张礼刚……
截至目前，我省 1534 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总数全国第一。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光辉事业
熔铸光辉典型。 沐浴着新时代的荣光，
扎根于江淮大地的厚德沃土，一位位胸
怀理想、脚踏实地的先进典型，书写了
平凡而伟大的人生答卷，传递出向上向
善的满满正能量。

近年来，我省将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与“中国好人榜”评选表
彰对接，以选树好人、先进典型为着力点，分为“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五类开展评选，持
续打造“好人安徽”品牌，用榜样的力量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如
今，“安徽好人多”已经成为闪耀全国的精神标识。

凡人善举，身边榜样。全省各地在选树先进典型过程中，更
多关注基层一线、寻常百姓，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身边好
人”“好婆婆”“好媳妇”“美德少年”等各类典型选树，用身边典
型激励身边人。同时，引导社会各界礼遇关爱先进典型，在重大
活动、就医就学、旅游出行等方面给予优先优待，做到“让好人
有好报，好人有底气，社会有正气”。

2018 年，我省启动实施“好人成名人”工程，重点开展“人
人推”选树、“天天见”宣传、“处处敬”礼遇、“时时学”提升等行
动， 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和行业系统联手的推举机制，让
“好人”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名人、争相效仿的道德榜样和看齐
对照的价值坐标。

精神榜样，如春风化雨，滋润大地；道德风尚，如曙光微熹，
温暖人间。一个个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构成江淮大地壮观的精
神群雕，正成为引领“好人安徽”、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的精神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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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铸魂凝聚精神力量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

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宣传思想战线

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落地生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锐意
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奋力开创宣传
思想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丰润道德滋养和强大
精神动力。

理论武装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高举思想之旗、担起守土之责、推出
实用之作、发好安徽之声、培植学术之星、
建好社科之家……安徽哲学社会科学界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
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紧紧团结和依靠全省社科工
作者，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不断推出具有
时代气息和安徽特色的优秀成果。

目前， 省社科联联络服务 16 个省辖
市社科联、15 个县级社科联、25 个高校社
科联、121 个业务主管社会组织以及 700
余个市县级学会，覆盖高等院校、党校（行
政学院）、部队院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
研究机构 5 个方面力量， 集聚约 10 万名
社科工作者。

如何让“五路大军”和“十万人马”动
起来？ 从 2015 年开始，省社科联连续 4 年
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项课题”研究。 所谓
“三项课题”，即各团体会员提供一份本团
体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
一份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的应用对策
研究；提供一份社科知识普及方面的研究
成果。 “三项课题”精准指向理论、资政、科
普三大主阵地，引导全省社科工作者回答
好“时代之问”和“安徽之问”。

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 全省社科
界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为主
攻方向，把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
作为研究重点，在新时代发展趋势的背景
下思考时代课题，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的背景下思考安徽发展课题，更好彰显社
科理论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时效性与实效性。

立足安徽实际，当好党委政府的“思
想库”“智囊团”。 近年来，省社会科学创
新发展研究课题作为省部级课题立项 ，
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在安徽实
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
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选题， 组织团体会
员及省内外有关科研机构深入调研 、献

计献策，写好服务大局、紧贴实际、促进发
展的“大文章”。

宣传创新推动思想入脑入心

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阐释
高深的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我省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基层、 深入一
线、 深入到群众心中， 聚焦群众所思所
盼，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广泛开展分众
化 、互动式 、便民式宣讲 ，让老百姓听得
懂 、能领会 、可落实 ，推动新思想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根植基层 、贴
近群众，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效载体， 是宣讲
阐释党的好政策、 展示发展新成果的实
践平台， 已成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
阵地。 群众聚在哪儿， 宣讲就覆盖到哪
儿；群众想听什么就讲什么；群众想怎么
听就怎么讲。目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如雨后春笋般在江淮大地涌现 ，全省 16
个省辖市已实现全覆盖， 并不断向县乡
村基层一线延伸。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
前沿。 全省新闻战线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
作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
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从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报道到聚焦安徽科技创新经验，从
推出典型人物到关切民生热点， 新闻工作
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一篇
篇鲜活的报道、一幅幅生动的图片、一个个
感人的镜头， 全方位展示在中部崛起中闯
出新路的“安徽经验”。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
战场。 从出台系列政策法规，到依法查处
违法网站和网络账号，我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让党的声音成为互联网最强音。

文明创建筑基固本培育新人

最大气有力的书写，源于精神；最令
人振奋的变化，始自人心。 我省坚持立德
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
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014 年，我省出台《关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以 6
个专项行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细、落小、落实，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生产
生活各个方面。 无论是文明城市创建、学
雷锋志愿服务、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还是文化阵地建设等，均围绕这一主线来
谋划和展开。 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核
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人们灵魂深处，成为
江淮儿女精神世界的“价值公约数”。

“安徽好人多 ”是闪耀全国的亮丽名
片。 我省健全完善身边好人评选、宣传、学
习、礼遇常态化制度化机制，评选各级身
边好人。 截至目前，我省有 22 人当选全国
道德模范，1534 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全
国道德模范和“中国好人榜”入选数均位
居全国第一。

文明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2020
年 11 月，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滁州市、黄山市、宿州市、阜阳
市 4 个市成功入选地级全国文明城市，我
省新当选数位居全国第二，至此安徽省共
有 12 个省辖市跻身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
总数位居全国第二。金寨县、广德市、宁国
市、歙县、桐城市入选县级全国文明城市，
我省县级全国文明城市达到 8 个，总数位
居全国第三。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的醒目标志。 我
省建立健全招募注册、嘉许回馈、服务记
录、供需对接机制，引导志愿者积极参与
社区建设 、扶贫济困 、环境保护 、赛会服
务、应急救援等，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项
目化制度化。 特别是在去年疫情防控和防
汛救灾中， 我省有 8 万多个志愿服务组
织、230 多万名志愿者奔走在一线，以实际
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茛 全国道德模范朱恒银 （左
二） 与队员一起研究钻机核心
部分金刚钻头的设计工艺和技

术细节。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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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合肥市学生在安徽好人馆

学习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事迹。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