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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李小胄 胡楚强

通讯员 周 欣 张 雪

“曾经的白河社区遍布养殖场，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如今，养殖

场已变成全市最大社区游园，在市

内开创‘先拆违再征迁’的先河……

是什么让白河社区发生翻天覆地变

化？是初心！是使命！”12月 12日，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优秀微党课二

等奖获得者杨培晔坚定的语气、激

昂的词句、动人的内容感染着与会

党员干部，赢得阵阵掌声。

当天，五里堡街道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微党课比赛。

经过各社区、机关各办各中心推荐、

初选等环节，10 名参赛选手脱颖而

出，参加了最后的角逐。

用小选题讲清大道理，用身边

事讲实硬道理。五里堡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周运生自豪地

说：“五里堡街道围绕解决党员教育

的‘中枢梗’，创新建立‘微党课’党

员教育长效机制，构建起党员自我

提高新平台，让主题教育‘活’起来，

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奋勇争先，

为五里堡街道高质量发展增光添

彩。”

吸引力——
“亮做悟” 丰富党课素材

“入党誓词的历史沿革、新时

代信访工作‘三到位一处理’，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五里堡街道

微党课选题接地气、冒热气、有生

气。希望五里堡街道进一步创新形

式，完善制度，擦亮微党课品牌。”应

邀观赛的宛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袁

亚平表示。

党课教育作为“三会一课”之

一，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在

党组织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

微党课，“走新”又“走心”。

年轻的参赛选手姚艺萌介绍道，全

街道推广微党课教育，微党课制作

人、讲课人、听课人都是普通党

员，选题来源于党员的日常工作和

生活，把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悟道

理的实践作为党课的鲜活素材，用 6
分钟完成一事、一思、一议、一党课，

实现党员教育与时代的有机结合。

在五里堡的党课实践中，微党

课“青春范”“现代范”十足。群众在

哪里，党员就去哪里 ;群众在哪儿，微

党课宣讲就到哪儿。

生命力——
“看议评” 激发长效活力

台上，各位选手紧扣微党课“党”

这个灵魂，用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感

情、新颖的视角，全心投入、倾情演

绎；台下，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

机关全体人员、社区党务工作者听党

课，“看议评”，精神触动，思想共鸣。

“以往，一说枯燥的学习，党员

不积极、群众有意见；现在，党员集

中看微党课比赛、记心得体会，表达

自己见解、为自己喜欢的作品打

分，整个过程接地气、受欢迎。”白河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进山说。

“微党课”注重党课姓党、内容

为王。五里堡明确规定“微党课”内

容可以是党章党规、党史等知识，也

可以展示身边党员干部群众的先进

事迹，注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微

党课”让党建活动阵地得到充分利

用。许多党支部已经实现人人都有

“微党课”作品、每名党员都讲过一

次“微党课”。

理论只有被群众接受，才能拥

有持久的生命力。五里堡微党课在

抓好内容创新的同时，紧盯群众关

切点、民情结合点、受众共鸣点，拓

展宣讲方式，创新宣讲方法，将理论

宣讲真正讲到群众的心坎里。

影响力——
“学促改” 深化主题教育

“来自机关党支部的贾志欣，以漫

画的形式，形象地告诉我们如何更好

地处理信访稳定工作；来自姚庄社区

的宋海洋，用生动的故事，告诫我们做

合格党员要从交党费做起……”区委

宣传部宣教科詹馨点评道。

五里堡党员制作出的“微党课”

作品由支部层层筛选，最后通过比

赛评选出优秀作品。广大党员不仅

听党课，也针对“微党课”的形式内

容谈认识、谈体会、谈收获，评议过

程就是思想交流、灵魂洗礼的过程，

也是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过程，从而使全体党员干部作风

正起来、精神鼓起来、合力聚起来。

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命立

潮头。周运生说，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五里堡 10万名干部群众正以奔

跑追梦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以小时论实效，勇当全区排头

兵，奋力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 微 党 课 ”释 放 大 能 量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微党课大赛让主题教育“活”起来

全媒体记者 李小胄 高 波

通 讯 员 张 明

“在上级征迁资金没有到位的情

况下，党员干部带头，先签协议、先拆

迁，后结账，我们 6天完成 115户征迁

任务。正是常抓善抓党建，增强了党

支部的号召力、向心力……”

“龙王庙社区采取网格管理党

小组服务党建工作，今年共收集信

息 20余条，其中有 10条在网格党

小组内就及时得到解决……”

“都知道拆迁难，您作为党支部

书记，是如何做好拆迁工作的？如

何在拆迁中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 ……

比出精气神，“武”出真功夫。

12月 13日，天气晴好，暖阳高

照。一场别开生面的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在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火热举行。

经过前期严格筛选，10 位来

自该区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意

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上“擂台”比

武挑战，围绕基层党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大家主动晒成绩、找

差距、立标杆、下战书、定承诺、表

决心，比出了竞相发展的积极性，

展示了新时代党支部书记的风采。

这是一场不忘初心的精神浇

灌，这是一次牢记使命的全新启

程。干得好不好，说了不算，干出

实实在在的成绩才算数。不比基

础比发展，不比困难比进步，“大比

武”激发了示范区广大干群竞相发

展的强劲动力。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

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正如参

加“大比武”活动的市委副处级组

织员赵中和所言，党支部书记“大

比武”活动，是抓住“关键少数”、落

实基层工作“书记抓、抓书记”的有

效手段。开展“大比武”活动，有利

于统一奋斗目标、激发工作热情，

有利于发挥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群体合力，影响和带动村（社区）“两

委”干部、全体党员群众，凝心聚力、

团结奋斗、创出佳绩。乡村振兴，

组织振兴是保障。通过开展“大比

武”活动，建设一支讲政治、有本事、

乐奉献、守规矩的党支部书记队

伍，全面激活村（社区）党支部这个

“末梢神经”，以组织振兴推动乡村

振兴，以基层组织高质量建设来推

动党的建设整体质量不断提升。

党工委“摆擂”，支书“比武”，

群众得实惠。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党工委委员裴长青在点评时指

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将“大比

武”活动与传统党建工作品牌创建

进行了有机结合，既注重擂台比

武，又考量日常工作，真正把优秀

的党支部书记比出来、选出来，成

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标杆，带动

全区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不

断增进民生福祉 ,让老百姓享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为保证“大比武”结果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该区根据风采展示、上台演

讲和现场提问环节中每位选手所展现

出的工作业绩、工作承诺以及精神面

貌等进行综合评定，现场打分，现场计

分，当场宣布成绩，并将前期观摩评比

测评环节成绩×60%加上擂台比武环

节成绩×40%，得出每一位党支部书记

年度“大比武”的最终成绩。

经过激烈角逐，新店乡菱角池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玉平、新店乡陈

岗村党支部书记吴传、姜营街道龙

王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云江、枣林

街道常庄社区党支部书记井长洲、

白河街道溧河店社区党支部书记宋

长川、姜营街道李八庙村党支部书

记高文俊、枣林街道南棉社区党支

部书记刁仁恒夺得优胜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新店乡夏饷铺村党支部

书记李生第、枣林街道华山社区党

支部书记杨珍平、枣林街道二十里

屯村党支部书记马同旭、姜营街道

二户庄村党支部书记黄伟成为“大

比武”获胜村党支部书记。经考核，

优胜村（社区）符合条件的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确定为标兵党支部书

记。对评选出的“大比武”村（社区）

标兵党支部书记，当年绩效奖励

2400元，其他“两委”成员绩效奖励

600元，对村（社区）集体给予 3万元

奖励；集中点验获胜村，对村（社区）

集体给予 2万元奖励。给予村（社

区）集体的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服务

群众支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村

集体经济发展等。

咬定新目标,再启新征程。通

过“大比武”活动，增强了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

感，他们必将以实干为笔，以担当为

墨，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增“成色”、添“秀色”、愈“出色”！

守初心 担使命 比奉献 树形象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掠影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小胄

张文宝 通讯员 杨 双）12月 13日
是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当天，南阳理工学院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祭

奠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

上午 10 时，南阳理工学院

师生代表 1300 多人在齐贤广场

隆重举行公祭仪式。随着国旗护

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

旗入场，全体师生面对国旗，庄

严宣誓。

“我们应珍惜先辈们用鲜血换

来的幸福生活，不忘历史，开创

未来，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

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添砖加瓦。”学生代表的发言洋溢

着理工学子深厚的爱国热情和梦

想抱负。百余名身着黑色中山装

的学生在仪式结束后，齐声诵读

公祭文，洪亮庄重的声音振聋发

聩，大大激发了广大学子树报国

之志、担爱国兴邦之责的热情。

据悉，本次公祭日纪念活动

形式多样，线上线下同时开展，

包括课前一分钟默哀活动，在宿

舍 楼 上 亮 灯 摆 出 “12 · 13” 造

型，并组织学生观影 《南京！南

京!》，200余名学生用身体组成中

国地图造型等。

“有默哀，有悼念；有悲愤，

有泪水；有思考，有梦想。当代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

在课堂上，事实证明这次公祭日

纪念活动是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

教育的生动实践。”该校副校长肖

泽昌说，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情

怀，让学生触碰历史、铭记历

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南阳理工学院举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菱角池社区处于新城区开发建

设前沿，征迁和项目发展任务艰巨

而繁重，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重

视基层党组织的高质量建设，有一

个好支部，有一个“好班子”，有一支

好的党员队伍和有一套好的管理制

度。通过重抓党建，党支部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真正成为

群众信赖拥护的主心骨，呈现出支

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干群自觉听

党话、跟党走的良好局面。发展集

体经济方面，我们成立了两个集体

企业，每年收入 100万元以上。

强支部带出先进村
新店乡菱角池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玉平

让广大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是

我内心深处的目标和追求。我向群

众承诺要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

三件大事：硬化、亮化、美化。自担

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凡事不干则已、

干必一流，目前全村已累计投资

135 万元硬化道路 6000 平方米，硬

化率达 80%以上。安装太阳能路灯

120 余盏，方便群众夜间出行。高

标准建设文化大院，丰富了广大群

众文化娱乐生活。五年来，累计获

得市区荣誉 10次，每一个荣誉背后

都饱含着艰辛与付出。

一心为群众办实事
新店乡陈岗村党支部书记 吴传

社区扎实开展“三会一课”“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党支部更加

坚强有力，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发挥。为更好服务社区居民，

建立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和综治

监控服务中心。设立公示栏，凡涉

及群众利益的事都在公示栏内公

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纠纷加

大 力 度 解 决 。 新 硬 化 道 路 2500
米，对 33 家散、乱、污企业进行了

“两断三清”，达到“厂光地净”标

准。投资 50 多万元改造华山路菜

市场，使该市场年纯收入达 440 多

万元。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
枣林街道常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井长洲

龙王庙社区党支部牢牢抓住基

层党建这个“牛鼻子”，扑下身子，一

心为民，用实际行动赢得大家的支

持和信任。强化党建引领，抓好党

建促脱贫，积极组织学习，提高党员

的党性觉悟和综合素质。“四联两

聚”惠民生解民忧，组建社区党员志

愿服务队，新建社区文体活动室、书

画室、图书室、绿色网吧，为社区贫困

家庭及困难群众免费体检，为社区贫

困户捐款捐物，建立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实现社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乐”。抓好文明树新

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营造淳朴健康的乡风民俗。

履职尽责惠民生
姜营街道龙王庙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云江

白河街道溧

河店社区党支部

坚 持 党建引领、

高位谋划，各项工

作取得了可喜成

绩。强基固本有

了新提升。聚焦

目标任务，持续推

动“两学一做”“不

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强

素质、比奉献、勇担当，使两委班子“合心、合拍、合

力”。项目建设有了新成绩。2018年以来，累计征

收土地 760余亩，目前已有 8家企业入驻；南阳市

第四完全学校今秋已开始招生。社区环境有了新

改善。相继开展四大工程，“美丽于形、魅力于心、

形神兼备”的美丽社区已初具形象。民生福祉有

了新提高。成立溧河店社区经济合作社，建立日

间照料中心，改造临路门店，提升群众幸福感。

牢记使命展作为
白河街道溧河店社区党支部书记 宋长川

在工作中，突

出“强学习、抓发

展、提形象、重经

济”这一主题，紧

扣党建引领、服务

项目建设、发展壮

大 集 体 经 济 三 方

面 开 展 工 作 。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开 展

村 级 各 项 事 务 。

切 实 加 强 以 党 支

部为核心的村级班子建设，以全面提高党支部的

执政能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服务辖区项目建设。

紧紧围绕项目建设、征迁安置扎实开展工作，辖

区人居环境得到有力提升，各项工作朝着正确的

方向稳步推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市场

为导向，成立南阳昌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取得

了良好经济效益。

2016 年 ，社 区

党支部成立以后，我

们借助“强基工程”，

连续建立了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和综治

中心，同时社区成立

了舞蹈队、象棋队、

梨园社团等多个文

化 活 动 团 队 ，让 居

民 娱 乐 有 去 处 、活

动有场地，满足了广大居民的需求。扎实开展“四

联两聚”活动，今年到目前为止，共开展了 100多次

活动，通过活动，人气聚起来了，民心回归了，干群

关系融洽了，社区真正成了大家温暖的家。社区

支部成立三年来，我们实现了三级跳，2016年被街

道党工委授予基层先进党支部称号；2017 年示范

区又给予我们更高的肯定；2018 年我们社区又成

为全市党支部书记培训教学观摩示范性社区。

党建引领村强民富
姜营街道李八庙村党支部书记 高文俊

和谐社区党旗红
枣林街道南棉社区党支部书记 刁仁恒

部分参赛选手合影 通讯员 曾 山 摄
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现场 通讯员 杨 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