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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海沧市民广场到处
是“志愿红”。作为全市惟一、
全省首批试点之一的海沧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于昨日上午
揭牌；同时，海沧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及理论宣讲
服务队等各类志愿服务队迎来
授旗，海沧 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
同步授牌。
牌匾熠熠生辉，队旗高高
飞扬，
海沧区掀起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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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成立海沧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是海沧贯彻落
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
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
和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关于
印发 <福建省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
的通知》精神，
深入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加强改
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
海沧在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积极探索实践，
获评省级文明
城区，特别是依托社区书院建
设，
努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时
代新风，
以文化人、
成风化俗，
努
力构建海沧人民的精神家园，
取
得了可喜的成效，
为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思想基础、
厚实的人文基
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
在海沧区看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是加强基
层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载体，
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途
径，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举措。
海沧区表示，海沧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立足现
有工作基础，依托社区书院等
原有平台阵地，重点围绕农村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
文明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样
做的问题，充分发挥党委和政
府统筹协调、组织实施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整合社会
各方面力量建设群众身边的志
愿者队伍，因地制宜开展文明
实践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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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将如何建设？
具体来说，在组织架构上采
取三级设置，区级成立海沧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文明实
践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
街道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指
导推动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
态化开展活动；村居设置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结合居民实际需求、
立足村居实际，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组织开展活动。
记者了解到，海沧区在 4个
街道同步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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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并将后井村、海沧社区、青礁
村、鳌冠社区、霞阳社区、凤山社
区、洪塘村、天竺社区 8个村居作
为海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
点，而它们也将成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基层村居的服务载体。
在天竺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仁
洋看来，天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首要工作是提升党员、社
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能
力，再结合天竺书院，通过喜闻乐
见的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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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海沧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文明实践活动的方式
是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的主要力量则是志愿
者。
海沧区通 过搭 建 理论 宣讲 、
社会宣传、
教育服务、
文化服务、
科
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乡
风文明建设平台等 7个平台，组
建包括理论宣讲服务队、教师志
愿服务队、文化艺术服务队、普法
宣传服务队、医疗健康服务队、体
育健身服务队、科普志愿服务队、
两岸义工服务队、银发先锋服务
队等 9支队伍在内的各类志愿服
务队。
据悉，各类志愿服务队将紧
紧围绕强化宣传阐释、弘扬主流
价值、丰富文体生活、加强文化传
承、引导习惯养成五个方面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同时注重

基层一线、
群众参与、
创新形式、
生
成项目和宣传效果，努力推动海
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取
得实效，
打造特色。
理论宣讲服务队队伍成员由
区委中心组成员、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宣传部门干部以及涉农部
门干部、
技术人员等共同组成。理
论宣讲服务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队伍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宣传阐释
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以及中央、省
委、市委、区委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强化基层党员的学习教育，在
村居一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和实践活动，切实提升基层党
员、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水平、掌
握程度和认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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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海沧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办公室主任李碧莲
在芦 塘 书院 为青 少 年开 展有 关
“青年大学习之乡村振兴靠大家，
快乐志愿有效沟通”的讲座。
这仅是海沧区志愿服务工作
立足基层的一个缩影。在海沧，
志
愿服务已成为一种时代新风尚。
国际志愿者日期间，海沧各类新
时 代文 明实 践 活动 可谓 丰 富多
彩，涵盖“邻里守望·情暖厦门”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扶贫助困志愿服务活
动、
生态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扶幼
助学志愿服务等 120多场志愿服
务活动。
昨日，
这些活动背后辛勤奉献
的“红马甲”走上红地毯，相约在
第五届海沧两岸义工嘉年华上。
两岸义工嘉年华是海沧区志
愿者的专属节日，
也是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大节庆活动。本届嘉年华
不仅有义工尊崇体验、
明星义工表
彰会、
轮值主席交接、入盟成员授
旗、
义工才艺秀等精彩环节，现场
还设置了暖心的志愿服务。

台胞社区主任助理、吉红海
上救援队队员高硕亨获评“最暖
心义工”。
“最近我们救援队拍摄
的微视频《浪尖上的守护》荣获
厦门市首届党员教育微视频大赛
二等奖，今天我又获得了这一荣
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肯定与激
励。”高硕亨告诉记者。据了解，
吉红海上救援队是一支公益爱心
救援队伍，队员们坚守在海岸一
线，开展海上安全巡逻服务及紧
急救援，目前已及时处理 100余
次险情。此外，他们还进社区、进
校园开展海上安全知识讲座共计
55场。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台胞社
区主任助理符坤龙接棒成为海沧
两岸义工联盟新任轮值主席。符坤
龙表示，
“接下来将发挥各个志愿
者队伍的优势及专长，
将所有爱心
力量联合起来资源共享，
共同打造
两岸同胞最温馨的家园。此外，
通
过文明实践志愿活动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切实提高村居群众的思想觉悟、
道
德水准、
文明素养、
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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