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聚人心
群众点赞：一场“及时雨”，一次大洗礼

泸州市古蔺县永乐镇麻柳滩村第一
书记李学征感触最深的就是“只有深入
调研，才有发言权”。在他看来，“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是对干部综合素质
的进一步提升，这是“及时雨”，也是对干
部作风的一次大洗礼，更是省委省政府
务实为民的生动诠释。
李学征的体会并不是个例，在全省

正形成这样的精神共识。
成都师范学院教师蒋生文说，“学

习、讨论和调研是增长知识、增长才干的
法宝，也是做好教学工作的保证，作为一
名高校教师，不但要加强对专业领域的

学习研究，更要加强对世情国情省情校
情的学习研究，特别是要通过对学生多
调研，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资阳市安岳县来凤乡团建村林下养
鸡专合社负责人谢贻勤分享了相同看
法，“各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就是来找问
题、找对策的，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很期
盼和振奋。”

活动下基层
群众点赞：多了“泥腿子”，少了“官架子”

连日来，广元市朝天区蒲家乡党委
书记董清梅组织乡、村干部开展“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数次带队来到朝天
区的贫困村———罗圈岩村，走村入户摸

情况查实情。
该村 2017年有 40户贫困户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住进新房子，但如何增收仍
是难题。经过调研，乡、村干部决定走农
旅融合之路，利用已经初步成型的荷花、
蔬菜基地，即将在 7月份首次推出荷花
节，并将村民易地扶贫搬迁后留下的房
子打造成民宿旅馆。
“乡村干部和帮扶干部反复来调研，

觉得我家适合搞农家乐，给我出了很多
主意，我准备这几天就开张。”6月 5日，
贫困户岳小英刚刚从城里买回锅碗瓢盆
和床上用品，准备开农家乐。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开展的

深度，也关系着群众的满意度。
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顺河社区党

员李忠华表示，活动开展后，不少党员干
部深入到大小凉山一线调研，听彝区贫
困群众的呼声，为各级党员干部作榜样，
党员干部多了“泥腿子”、少了“官架子”，
这样才能听到大家的真实想法，希望这
类活动和这样的作风能一直坚持下去。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攀枝花
市仁和区迤沙拉村委会主任毛建桦分享
了类似看法，“基层是根，基层是本，是体
恤民情最直接的地方，做实做细基层调
研工作，弄清基层人民最需要什么、最想
要什么，才能切实解决民之所盼、民之所
需、民之所急”。

活动见实效
群众点赞：多了“金点子”，多了“好办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纵深推
进，在广大基层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问
题和困难，这一切正是将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相结合，把活动成果转化为发展
实效。
“没想到一场出口退税政策辅导，竟

让企业减免抵退税金超千万元。”6月 5
日，四川绿茗春茶业公司董事长邹华春
感叹不已。今年初，该公司与香港万兴达
贸易公司签订一笔茶叶出口订单，这是
企业首个出口订单，公司财务人员虽然
知道可以申报出口退税，但对办理程序
和退税金额并不清楚。荣县国税局第一
时间介入，为企业反复估算退税金额，并
对申报程序作了详细说明。在税务人员
的帮助下，企业发现该订单完成后，可按
照出口退税相关规定为企业争取到税费
减免，增加实际收益。

正值乡村旅游观光旺季，资阳市雁
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西建农场的不少业
主却很苦恼，“随着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壮
大，劳动力短缺，甚至高峰期‘一工难
求’。”资阳市保和镇晏家坝村组织党员
群众进行大调研时收到该意见，立即组
织干部群众展开大讨论、想办法。经研
究，村里决定组建劳务公司，聘请专业人
员进行统一招工和培训。“活动坚持求实
效、从严从实的工作作风顺民意、得人
心。”西建农场业主郭西说，“目前，劳务
公司已经迅速组建，切实解决了缓解劳
动用工不足难题。”
四川省委党校教授陈叙建议，“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的开展对倡导务
实学风以及积极向上的工作风气都有积
极意义，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
都应大力提倡，多调研、摸实情，让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
的各项工作实起来。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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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一”建党 97周年之际，中
共仁寿县妇幼保健院支部以“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为契机，于
近日组织党员 40余人，到雅安市宝
兴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以“承
红色圣火，弘扬红军精神”为主题的
“红色”教育活动。

在红军广场中央主题雕塑前全
体党员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叛党，豪
言壮语久久回响在耳边。主题雕塑旁
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威严
醒目，大家怀着无比崇敬与肃穆的心
情走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革命先烈
在战斗和生活中用过的物品，破旧的
草鞋、简陋的战斗武器等仿佛又将时

光带到了当年烽烟连天、战火纷飞的
艰苦岁月，红军长征三越夹金山、陈云
出川、地下党员席懋昭进行艰苦卓绝
的斗争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
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党员。在
宝兴县硗碛藏族乡泽根村二组，两座
藏族民居并排而立，房前石碑竖立着
“毛泽东、朱德长征旧居”二排大字，让
人仿佛看到两位伟人当年在昏暗的煤
油灯下分析北上抗日方案等重大决议
的情景。

参观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发扬红军精神，珍惜今天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积极投身
妇幼计生工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
强盛做出应有贡献。宋双容 文 /图

中共仁寿县妇幼保健院支部委员会
结合“三大”活动 开展“红色”教育

引领文明新风尚
德阳市罗江区千名干部职工为城市“做家务”

记者从四川省国土资源部门获
悉：今年该省将推进自动化监测工作
以点扩面，并对变形特征明显、险情
较紧迫的地质灾害重点隐患点实现
自动监测设备全覆盖，范围涉及全省
所有市州的近 13万户、63万余受威
胁群众。

据了解，此前，四川省已在全国
率先开展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与自动化监测形成补充。2017年

起，在全省启动地质灾害自动化实时
监测体系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省
共有隐患点 4万余处，地灾监测员 5
万余人。
四川省今年还将启动精细化调

查，借助卫星遥感、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激光雷达等先进技术圈出灾害
“靶区”，再组织专业地勘单位进行实
地调查核实，合理划定危险区，指导
避险防灾。 据人民日报

四川推进地质灾害隐患自动化监测
惠及近 13万户 63万人

以学生为主体 育创新之人

淮口镇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为宗旨，突出学生主体地
位，用“快乐、进取、成功”来积极践行学
生教育，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拼搏中
进取，在创新中赢得成功。
多年来，淮口镇中立足于学生的个

性发展和多元发展，加快构建科学的课
程体系，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充分
利用和挖掘学校教育资源，不断加大校
本课程的研发力度，现已开设趣味数学、
英语口语、文学写作、演讲与口才、书法、
绘画、音乐、排球、篮球、足球、棋类、信息
技术等 10 余种特色校本课程，20 余个
特色班。为了保证上课质量，凸显上课特
色，还特聘外校专业教师到校进行教学，
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特色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中，淮口镇

中推行特色课程“走班制”教学，打破原有
班级授课制模式，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特
长自主选择学习科目，这不仅较好地突显
了学生主体地位，而且，让教师更好地因材

施教，努力为每一名学生将来成功奠定坚
实基础。今天我以“淮口镇中”自豪，明天
“淮口镇中”以我骄傲。莘莘学子在分享特
色教育成功喜悦时道出自己的心声。

以活动为载体 育快乐之人

淮口镇中以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
特色教育，促进特色教育制度化、常态
化、科学化。目前，全校学生全员参与特
色课程和特色活动。一幅幅书画作品，一
件件手工制作，一场场球类比赛，一次次

英语口语，演讲与口才比赛……各项特
色活动，成为校园靓丽的风景。

今年，淮口镇中成功举行以“激励初
心，奋发有为”为主题的“庆元旦特色课
程展示”活动。本次展示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既有静态展示：师生软硬笔书
法、绘画、手抄报、手工制作、文学作品、
信息作品；也有动态展示：排球、篮球、足
球、围棋、象棋现场展示和空竹、英语口
语、演讲与口才、数学、音乐等舞台展示。
通过本次“特色课程”的展示，不仅生动
活泼地总结了“特色课程”工作，也必将

进一步激励全体师生“不忘初心，奋发有
为”。

在特色活动中，学生既展示自我能
力和自我价值，坚定了全面发展的自信
心，又增进了同学友情，培养了团队意
识，收获了青春的快乐。

以品牌为引领 育梦想之人

淮口镇中高度重视特色办学，着力
从课程设置、课本研修、活动规划、绩效
考评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

效的特色教育运营模式，全面提升特色
办学品质，打造特色教育新品牌。

在 20多个特色教学科目中，淮口镇
中将排球、太极拳、抖空竹等项目作为优
选科目，优化教学、细化举措，科学严谨，
常抓不懈，取得了可喜成绩。排球运动是
淮口镇中的特色品牌项目和龙头项目，
从 2010年起，连年参加县、市级排球比
赛，每次都能捧回参赛奖杯、奖牌，至今
已累积获奖 14次，并于 2015年命名为
成都市排球传统学校。2018年参加成都
市排球比赛获得郊县男子、女子一等奖

的骄人战绩。太极拳、抖空竹正在淮口镇
中热火朝天地开展，现在的校园随时随
处都能看到老师、学生打太极、抖空竹的
情景，参加市级比赛，屡获成都市一等
奖。
淮口镇中在成功申报成为成都市校

园空竹基地学校、并被成都市武术协会
评为 2017年度学校武术推广优秀单位
的基础上，今年学校正在申报成都市
2018-2021年度排球、空竹、武术传统学
校和 2018年成都市阳光体育示范学校，
叫响淮口镇中特色教育的“金字品牌”，
从而推动创建成都市新优质学校。
淮口镇中校长曾远华感慨地说，特

色教育取得的骄人成绩，让每一位师生
倍感自豪、倍受鼓舞、倍加珍惜。迈向新
时代，我们将继续践行“以艺体见长”办
学特色，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丰富学
生校园生活，让学生个性得到张扬，灵性
得到升华，梦想得以实现，做学生生命中
的“贵人”。我们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以更新的理念，更实的举措，努力将淮口
镇中办成业界公认、社会好评、家长满意
的高品质品牌初中，成为“淮州新城”璀
璨的教育明珠。 李刚 立维

办特色教育 育时代新人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初级中学特色办学成绩显著

云顶山麓，沱江之畔的金堂县淮口镇，凭山水生态之美，借区位
地理之利，以改革创新之力，正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谐幸福的
“淮州新城”。

淮口镇初级中学坐落于淮口镇腹地，校园环境优美，文化底蕴
丰厚，办学条件优良，是莘莘学子读书成长成才的好地方。多年来，
学校秉承“融合、规范、提升、创特”的办学思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以活动为载体，以品牌为引领，深化课改，激活课堂，快乐校园，以特
色办学新动能培育时代之新人，奋力谱写“淮口镇中”发展新篇章。美丽的淮口镇中 一座座奖杯，记录着学校特色办学的新成绩

学生参加成都市太极拳比赛荣获一等奖 诗歌朗诵，展示学生良好精神风貌
排球，淮口镇中特色教育的龙头科目，连

年荣获成都市一等奖。图为学生获奖时合影

四川省各地群众对“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反响热烈

贴近群众问需问计 广大群众纷纷点赞
6月 24日，成都彭州市磁峰镇，镇长周煜与旅游部门人员为即将

启幕的首届龙门山民宿发展论坛做最后的踏勘工作。
这次论坛的酝酿和举办，源自彭州结合旅游发展实际，锁定以打

造民宿提升龙门山旅游产业品质，并形成相关课题展开调研。走访 20
个镇、74个点位，对当地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古迹、河流等资源进
行全方位摸底，形成 64个项目图文材料……其调研的深度、广度及精
准度，迎来不少群众点赞，“看到政府精心谋划，我们对家乡越来越美、
生活越来越好更有信心了。”

这是全省“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向基层深入推进的一个缩
影。“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广大
基层群众纷纷表示：这次活动既是高举旗帜的“理论充电”、也是解放
思想的“精神补给”，既是直面问题的透视会诊、也是贴近群众的问需
问计，既兴起了清新的学习讨论之风，也进一步发扬了求真务实、调查
研究的优良传统。 穿上蓝色小马褂，佩好志愿服务

徽章，戴上志愿服务帽，6月 22日早
上不到 8点，四川德阳市罗江区委组
织部的干部蔡琦就早早出门，来到万
安北路与同事们会合。
“城市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今天

咱们要好好打理一下家里的卫生。”
拿着小铲子和小扫帚，蔡琦感觉很兴
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阿姨您慢点，马上红灯了，我等

下搀扶您过去吧。”在天然气公司缴
费大厅对面，一位大妈正准备抢那几
秒钟时间，宣传部的干部叶思思感觉
有些危险，赶紧拉住了大妈的手。
“老板生意好啊！你看咱门前顾

客的电瓶车摆放还有些乱哦……”档
案局干部罗凤鸣与一家电器店老板
拉起家常，并送上一份门前“三包”宣
传单，店主立即招呼顾客将外面的车
摆放得整整齐齐。

清除广告牌和灯箱上的“牛皮
癣”、清扫卫生死角垃圾、走店入铺开
展文明宣讲、进行交通文明劝导……
一会儿，街道上的“蓝色小马褂”就成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人人参与义务服务，城市‘家

务’大家做，正成为罗江广大干部的
一种习惯。”罗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周保全说，为落实区委“1234”发展战
略，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服务社会能
力，发挥干部职工在“中国幸福家园”

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将罗江打造成为
全国第一个义务服务之城，区上专门
制定出台了“我为城市做家务”义务
服务活动方案，在全区建立以机关在
册在编职工为表率的义务服务体系，
推动义务服务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促使干部职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系服务群众，进一步倡导文明新风，
引领社会风气，弘扬传统美德，提升
罗江形象。
“有了大家的齐参与，共努力，我

们的城市家园一定会变得更美丽更温
馨。”罗江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莉说，
“我为城市做家务”义务服务时间原则
上为非工作日或业余时间，每人全年至
少明确 4个义务服务日，总服务时间不
得低于 16小时（每季度不得少于 1
次，每次服务时间不低于 2小时），并如
实填写《义务服务工作日志》。同时，区
总工会还不定期组织开展集中义务服
务活动，在全区不断掀起城乡环境治理
和文明城市创建热潮。
据悉，在 6月 22日集中义务服

务当天，罗江区 10个镇、55个区级
部门、经开区及白马关景区均组织干
部职工在辖区或责任区开展环境大
整治活动，全区 2000余名干部职工
纷纷走出机关，用行动践行义务服务
精神，倡导文明新风，引领社会好风
气，为建设美丽幸福新罗江增砖添
瓦。

□范刚 记者 李鹏飞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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