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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全省上下根据中央提出的明确
要求和我省制定的工作方案，努力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在办实事过程中，
要加强统筹把握，突出一个“准”字，推进为民办实事
走深走实，更好把“办实事”变为“事办实”。

要以人民为师，找准“急难愁盼”。当前，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过程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要善
于向人民群众学习、自觉拜人民为师，“先当学生，后
当先生”，从人民群众创造的业绩和经验中，不断汲取
智慧和力量。实践证明，只有在群众面前自觉给自己

“降半格”，把“以人民为师”镶嵌到思想里，才能发现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找准问题
才能谈得上缓解痛点、补齐短点、打通堵点。

要以群众所盼，列准问题清单。群众的“急难愁
盼”，或是积年沉疴、顽瘴痼疾的老事，或是不容易出“显
绩”、需要长期投入的难事，或是没先例可循、一时难以
下手的新事。统筹把握为群众办实事，恰恰应该瞄准这
些“靶心”，勇接“最烫手的山芋”、敢挑“最沉重的担子”，
为群众挠破头皮想办法、踏破铁鞋去解决，千方百计为
他们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而不是“踢皮球”“打太极”

“捉迷藏”或只办“手中事”“光鲜事”“亮点事”。只有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一件接着一
件办，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打心眼里满意。

要以群众评价，验准办事成效。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
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
的重要标准。”为群众办实事的成效，不能由自己说了
算，也不能光由上级说了算，而是要引导人民群众进
行评价。只有让人民这个“阅卷人”充分参与评价，才
能促进政策举措的不断校正，更好统筹把握，突出办
实事的“准”度，才能让办实事充分考虑到所属地区、
群众个体差异，给人民群众更多获得感。

当前，绝大多数地方都在为群众办实事中让老
百姓体会到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但不可否认，一
些地方在为群众办实事时缺少统筹把握，导致出现
这样那样的偏差，没有摸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所
在，将办实事搞成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独角戏”。只
有在办实事中加强统筹把握突出“准”字，紧盯基层
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才能确保工作的精准度，
切实把群众服务好。

﹃
我为群众办实事

﹄
系列评论之九

加强统筹突出

﹃
准
﹄
字办实事

□
本报评论员

□ 本报记者 程长春 葛灵丹

连云港市赣榆区班庄镇连绵起伏
的岗岭中，有一座建于 60 多年前的水
库——红领巾水库。这座水库的诞生
与当年一群远在南京的少先队员密切
相关，发起人叫丁芝秀。

5 月 28 日，“童心向党 逐梦未来”
新华红·红色大讲堂走进连云港“迎六
一”专场活动在连云港市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连云港市苍梧小学同学们带来
节目《红领巾水库微队会》，激活人们关
于红领巾水库的回忆。记者与92岁高
龄的丁芝秀老人取得联系，请她介绍当
年援建红领巾水库背后的故事。

1957 年，丁芝秀担任南京市雨花
台区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兼任少先队
中队“卢志英中队”班主任。为了激发
少先队员的爱国热情，丁芝秀发动学
生，带动全校22个中队开展“我们也来
支援四十条”活动，提倡将少先队集体
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集中上交，在最有意
义或最需要的地方修建水闸水库。丁
芝秀的想法得到团省委的大力支持。
1957 年底，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
小学 449 名少先队员向全省少先队员
发出倡议，把以打猪草、卖废纸等劳动
方式取得的收入捐献出来，在苏北革命
老区最需要的地方修建“红领巾水库”

“红领巾水闸”。江苏团省委还为此召
开全省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号召全省少
年儿童每人捐献一分钱。

“孩子们的热情至今还感染着我。他
们有的靠收集废报纸、牙膏袋卖给收购站
攒几分钱；有的靠挖树根、挖草药换钱；还
有的给菜站剥毛豆⋯⋯”丁芝秀老人说。
在全省少年儿童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一个
月时间，就捐资7万多元，并最终确定在
赣榆县修建“红领巾水库”。1958年1月
10日，新华社播发电讯,《人民日报》《新华
日报》等20余家报刊电台转发消息。

赣榆区档案馆档案资料显示，1958
年劳动节前夕，“红领巾水库”工程抢在
汛期前竣工，全部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29.5 万立方米、建成长 830 米的大坝 1
座、防水堤 1 道、溢洪道 1 道、灌溉闸 2
座、节制闸7座、支斗渠进水闸13座，总
库容441万立方米，可灌良田2.2万亩。

2009 年 10 月，国家投入资金 471
万元，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加固后的
水库库容达460.08万立方米。2013年，

“红领巾水库”成功创建省级夹谷山水利
风景区。如今，“红领巾水库”周边瓜果
飘香、满山葱绿，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班庄镇前集村以“红领巾
水库”为主题着手建设展览馆，让“红领
巾”成为矗立在田野上永远充满希望的
符号。

上世纪50年代由全省少年儿童捐资修建 ——

“红领巾水库”，让红色精神代代传

□ 本报记者 金亦炜 白雪

行程5万余里，作出独特贡献

历时 17 年，“新安旅行团”途经
全国 22 个省区，行程 5 万余里，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

【读报】
1938年10月15日，《新华日报》

在《新旅庆祝三周年》特写报道中，总
结了“新安旅行团”成立3年的成果：
三年前双十节在江苏淮安县的新安
小学中，产生了担负大时代任务的

“新安旅行团”。他们得到陶行知先
生等的援助由上海出发，经过江苏、
浙江、安徽、河北、北平、绥远、宁夏、
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省份，经历
三万里程，他们曾穿过贺兰山边，历
经千难万险，到塞北，接触许多不了
解抗战形势的蒙古人。在此漫长途
中，他们本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的小先生原则，实行对民众的抗
战宣传。

署名为“密林”的记者在这篇报
道中写道：他们抗战后开始返回内
地，在六月尾抵武汉。总计在他们生
活教育目标下，用电影、舞蹈、杂技、
大鼓、读书、相声、火棒、魔术、话剧宣
传的民众，有二百万人左右。

侵略未停，抗争不止。在武汉，
他们又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其中一
部分成员分至长沙工作。他们在武
汉组织了新旅第二团，在长沙的作为
第一团。“为庆祝他们团体成立三周
年和第二团成立，特于昨日下午三时
在一元路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招待
爱护儿童的先生们和记者。”报道中
提及，到会的有提倡生活教育的陶行
知先生、田汉先生、邓颖超先生等。

“邓颖超先生本来也是很忙的，而竟
抽空跑来，并且为他们题了一首诗，
主要是庆祝他们二团成立，和鼓励他
们努力。”

1939 年 4 月 25 日，《新华日报》
刊发《桂林的儿童团》，讲述了“新安
旅行团”如何帮助广西桂林建立儿童
团组织。

“在‘八一三’中长成的‘孩子剧
团’，实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教育理念的‘新安旅行
团’到达桂林后，这众儿童的集体的
生活工作教育，影响了广西的儿童。
他们真像个‘老大哥’的样子，爱护
着，领导着，使广西儿童在有组织中
工作生活学习，发挥儿童的力量，带
着大人打日本人。”

署名“秋江”的记者在报道中写
道：儿童，是新中国的新生命，他们是
新中国的象征⋯⋯他们以事实反驳
了“谁说我们年纪小”，以行动证明了

儿童的力量。新安旅行团中十二岁
的范政小朋友，在《救亡日报》写出大
人一样老练的文章。

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

“新安旅行团”宣传抗日救亡的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他们以放映抗
日影片、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歌
舞剧、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
开展岩洞教育、组织发展儿童团、献
金支援前线等形式，唤醒广大民众，
共赴国难，争取胜利。

【读报】
1938 年 7 月 28 日，《新华日报》

稿件《新安旅行团访问记》中写道：
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但他

们还觉得把工作集中在市区是不好
的，他们曾经与抗战教育研究会到武
汉远郊的青山镇、红庙⋯⋯去宣传。

小学生与农民建立了很好的关
系。我们每到一个乡镇时，首先分开成
几个小队，有的到学校教歌、讲话⋯⋯
有的在街头宣传我们打起鼓来，唱起歌
来，把图画起来，用粉笔在墙上写通俗
标语，吸引了许多的民众。

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的
《保卫武汉声中，儿童抢救儿童》稿件
中，描绘了当时的宣传盛况：

这是武汉儿童星期座谈会扩
大保卫武汉抢救儿童街头宣传的
第一晚。

一千多的观众，团团围成了圈
子，满怀期待地观望着。场中几位
负责的小朋友跳来跳去地在布置着
一切。

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范政，永远
带着他那聪慧和活泼，跳上凳子领导
大家唱了党歌。他以稚嫩但是宏亮

的声音，宣布了开会。
游艺开始了。到会的几个儿童

团体都贡献了他们最精彩的节目。
这里充分表现出了儿童们团结合作
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大人们钦
佩，甚至学习的！

新安旅行团由范政小朋友表演
小快板《日本鬼子到我家》。老练的
姿势和生动的内容，使观众听得张开
了惊奇的眼睛⋯⋯

等到范政小朋友手里的快板
“啪”的一声停止，他们才一致喊出了
“再来一个”。

谁说他们年纪小，这些小朋友们
比有些大人更懂得：要动员民众，得
有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励。事实证明
他们做得对，千百个拳头跟着他们的
小拳头像桅杆似地举起来：“我们要
组织起来，保卫大武汉！”

1938 年 9 月 15 日，《新华日报》
一篇地方通讯《长沙，怒吼起来！》中，
记者罗高对长沙联合歌咏团成立大
会进行了报道。

报道中提及：“在长沙歌咏运动
日益衰落的情形下，长沙歌咏的联
合是非常急迫的工作⋯⋯”当天成
立的长沙联合歌咏团大会上，“新安
旅行团”的小朋友进行了表演。“一
群约十几位曾横闯过西北大原野那
远远的旅途的着工人服的孩子们很
整齐的排在台上，随着指挥的手臂
活泼的挥动，西北民间流传的新编
九一八小调便从他们嘴里唱了出
来，唱完了，他们接着又唱了一个雄
壮的抗战进行曲，指挥的手臂也随
着坚强的挥舞起来。”

“这个意义深长的长沙联合歌咏
团成立了，她将在‘联合’下推动这沉

闷的长沙，踏上活跃的阶段，比半年
以前更活跃的阶段，为着保卫大湖
南，保卫大武汉而担负起神圣的抗敌
救亡的工作。”

“生活即战斗，服务即宣传”

“新安旅行团”在“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的实践中，增加了很多
的知识，锻炼成了一支坚强无比的战
斗队伍。

【读报】
1938 年 7 月 3 日的《新华日报》

第三版上，有一张由马英才拍摄的旅
行团合影，署名为“企程”的记者撰写
了《新安旅行团招待会上》的报道：

一二三四五⋯⋯一共二十一位，
最小的只有十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
一岁的二十一位小朋友。可是别看
他们年纪小，他们的生活经验比大部
分的大人还丰富，他们做了比大人更
伟大的工作。

他们已从“生活即教育”进展到
“生活即战斗”，积极地参加着民族解
放的斗争！他们用歌咏唤醒了万千
的乡村民众，提高了士兵的杀敌勇
气。他们用电影惊奇了偏僻地区人
民的眼睛，叫他们接受了科学文化的
洗礼，到处他们展开了儿童救亡运
动，使千万个稚嫩的喉咙吐出了“打
倒日本”的歌声。

1939年2月28日《新华日报》的
《在桂林的岩洞》稿件，报道了“新安
旅行团”利用桂林民众每天到岩洞躲
警报的时间，将岩洞当作学校，实践

“服务即宣传，宣传即教育”。
“七星后岩是一个能容千人的大

洞，战前冷静得像是一条大蛇的口，
但现在它确是桂林人的最可靠保护
者了。”报道中写道：另外一个石碓
上，一群穿帅条军服的西南旅行团的
小朋友们，刚唱过歌，其中一个小朋
友走出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唱过了，
现在应该大家来唱了，现在唱‘打倒
日本’，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

1938 年《新华日报》发起了“三
十万封慰劳信运动”，在报纸上开设
专 栏 ，即 时 发 布 各 界 慰 劳 前 线 信
息。1938 年 8 月 22 日的《新华日
报》对“新安旅行团”积极发挥的号
召作用进行了报道：武汉儿童星期
座谈会⋯⋯会中讨论扩大宣传抢救
儿童、写慰问信诸问题。决定除每
个团体每人写五封慰问信外，本星
期内每人至少写慰问信十封，每人
并宣传民众至少写五封。

1938 年 9 月 5 日《新华日报》的
《儿童座谈会募慰劳信一千三百余》
稿件中，再次报道慰问信事宜：计上
星期慰劳城防驻军一次，得慰劳信一
千三百余，下周工作为继续慰劳城防
驻军⋯⋯

当年的《新华日报》，
这样报道新安旅行团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30 日给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小

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新安小学，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当年，

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

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

1935年10月，新安小学14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率领下，组成闻名中外的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新华

日报·交汇点记者梳理出当年《新华日报》报道这群少年勇敢宣传抗战的9篇作品，字里行间，80多年前“最硬核”儿童团体的爱国奋进精神

跃然纸上。

新安旅行团建团80周年表演。 王昊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刊登新安旅行团相关报道的《新华日报》

▶上接 1 版 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将来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百子亭社区是全省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示范社区和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建设示范点。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张敬华详细了解社区探索“社区全
域、父母全程、家庭全类型”模式、开展
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等情况，慰问省女性
联盟组织负责人、全国及省“最美家庭”
代表。他指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关系
千家万户，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创新社区心理咨询载体平台和方
式方法，注重以孩子欢迎、家长接受的
形式提供专业服务，帮助少年儿童以阳

光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在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张敬华参

观了全省少先队“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主题教育图片展，观摩了少先队员党
史学习体验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参加了

“红领巾心向党”主题队会，共同聆听少
先队员与革命烈士后辈的互动访谈。张
敬华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关爱关怀是广
大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的不竭动力，同学
们要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
学习创造，争做志存高远、勤奋好学、崇
德向善、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同时，他强
调，广大教师要当好孩子们的人生导师、
知心伙伴，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更加关爱少年儿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让祖国的花朵茁壮健康成长。

让祖国的花朵茁壮健康成长

▶上接 1 版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
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
筹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
必要保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
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
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国
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
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
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
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
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
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
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
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
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
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
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
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
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
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
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
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
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
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
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
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
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