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芙蓉少年心向党
红色基因代代传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松） 儿童
学党史， 在学习中传承， 在传承中
发扬， 红色基因就能融入血脉、 代
代相传。 近日， 为庆祝建党 100 周
年 ， 长沙市芙蓉区朝阳街道五一
东村社 区 以 “芙 蓉少 年 心 向 党
红色基因代代传” 为主题， 以儿童
服务站为阵地开展创意画儿童学
党史活动。 活动以五谷为载体， 融
入党史学习教育 ， 教育引导儿童
了解党史。

活动一开始， 青年党员志愿者
为小朋友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发
展历程， 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 小
朋友们了解党徽、 党旗、 少先队队
徽、 红领巾等含义。 现场氛围欢乐
融洽， 活动临近结尾时， 已有一幅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画作展现出来， 大家从一幅幅亲手
制作的 “五谷” 创意画中感知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 强化儿童爱党、 爱
国的价值观塑造。

此次活动， 小朋友们自发学习
党的历史， 了解国家的发展史， 切
实引导小朋友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 将爱党爱国的种子播撒孩子
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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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充
分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 等现代信息技术， 完善省社会救
助信息管理系统、 省居民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系统和困难群众监测预警数
据库， 建成全省统一的大救助平台，
力争实现救助需求统一发布、 救助对
象统一核对、 救助信息互通共享、 救
助结果统一公布。

根据安排， 湖南大救助平台的建
设将融入该省 “互联网+政务服务 ”
大平台， 互通社会救助部门信息， 这
项工作已经纳入了今年省政府深化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
务。 同时， 全面归集已脱贫人口、 在
保对象、 低收入家庭、 临时遇困群众
等信息数据， 通过数据比对分析， 建
立线上预警发现 、 线下跟进核实机
制，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
救助帮扶范围， 做到主动发现、 及早
介入、 及时救助。

长沙市副市长李蔚介绍， 今年该
市将聚焦 “智慧救助” 建设， 横向对
接数据资源局等相关部门信息， 纵向
融入省级救助和核对平台， 加快建成
整体联动、 部门协同、 数据互通、 一

网办理、 高效便捷的智慧救助平台，
实现群众办事 “零跑腿” “不见面”，
申请救助 “网上办” “指尖办”。

突出“放管服” 改革
推进高效救助落地见效

深化社会救助领 域 “放 管 服 ”
改革 ， 积极向乡村基层放权赋能 ，
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效能和
水平。

湖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局长陈
本文介绍， 湖南将以建设 “精准社会
救助先行区” 为总抓手， 系统推进社
会救助 “放管服” 改革。 做到通过建
设大救助平台和社会救助热线实现
线上预警主动发现； 通过将社会救助
受理审核纳入基层公共服务系统， 实
现县、 乡社会救助 “一门受理、 协同
办理” 提质增效； 通过稳步推进将低
保、 特困供养、 小额临时救助等审核
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 （街道）， 取消
不必要的证明， 优化社会救助审核确
认程序； 通过创新社会救助服务， 推
进 “资金+物资+服务 ” 救助方式 ，
为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 专业化救助
服务。

临澧县民政局局长覃文山介绍，
将全面提质 “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
进一步加强 “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
平台建设， 健全工作机制， 规范工作
程序， 真正实现闭环运行， 确保困难
群众 “求助有门， 受助及时”。

湘潭县县长段伟长说， 湘潭县正
在全力落实 “最多跑一次 ” 改革措
施， 将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 临时救
助等审批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 （街
道）， 通过改进工作作风， 变被动受
理为主动发现， 实现由 “人找政策”
向 “政策找人” 转变。

突出社会力量参与
推进温暖救助开花结果

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的重要环节， 是推动社会救助服务
专业化、 个性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
年来， 湖南省实施了 “禾计划”，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建成 2069 个乡镇社
工站 ， 4000 多名社工在基层一线协
助民政开展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调查
评估、 需求分析、 绩效评价等事务，
为救助对象提供探访照料 、 心理疏
导、 资源链接、 能力提升、 社会融入

等服务， 有效提升了社会救助的服务
质量和效率。

永州市副市长严兴德介绍， 永州
将重点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
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救助， 引导社会救
助相关机构开发设置社工专业岗位，
进一步完善乡镇 （街道 ） 社工站建
设 ， 实施 “禾计划 ” “向阳计划 ”
“五社三治” 等社工项目； 同时， 积
极发展慈善事业， 加强志愿服务制度
建设， 激励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 拓展多元服务。

记者了解到， 湖南将在进一步加
强乡镇 （街道） 社工站和村 （居） 社
会救助服务站点建设的基础上， 建立
政府救助、 慈善救助和志愿服务有效
衔接机制， 完善和落实社会力量参与
社会救助服务的税收优惠、 费用减免
等政策措施， 重点培育孵化一批慈善
公益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 扶持打造
一批专业水平高、 承接能力强、 服务
质量好的示范型救助类社会组织， 为
困难群众提供更多个性化、 专业化的
暖心救助服务， 让温暖救助在湖南开
花结果。

（《中国社会报》 记者 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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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梁原

“有一种深情， 叫铭记先烈遗志；
有一种传承， 叫永葆忠诚之魂……”
近日， 在湖南省林业局一楼党员活动
中心里， 长沙市雨花区委党校老师李
德贵生动地讲述着 《红军两次攻打长
沙的历史回顾与时代启示》， 拉开了
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天际岭社区
“党史沙龙” 活动第一期序幕。 此次
活动主题为 “忆峥嵘岁月 学党史明
理”， 天际岭社区携手省林业局、 洞
井街道工委党校， 共邀请辖区百余名
老党员与青年党员面对面交流， 传承
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共架红色
“连心桥”。

活动现场， 洞井街道退休老党员
肖亿明向大家宣讲洞井红色故事， 梳
理回顾了洞井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
史及发展历程， 让现场青年党员深受
震撼。 有着 50 年党龄的天际岭社区
老党员李学本现场重忆入党经历、 回
顾入党初心。 李学本曾白天劳动、 晚
上学习，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争当模
范带头人， 在拿到入党志愿书的那一
刻， 她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只
要是组织上布置的任务， 我从来不讲
条件 、 不讲价钱 ， 只想着如何去完
成 。” 展现了老一辈党员对党忠诚 、
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李
学本说， 她最欣慰的就是听到别人评

价她 “不愧是一名好党员”。 直到现
在， 她依旧践行着自己 “一言一行都
要体现党员正能量” 的承诺， 有一份
光就发一份热。

103 岁的老党员李建民也铿锵有
力地讲述着他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爱
国爱党情怀。 在岗时认真工作， 退休
后为民服务， 勇于担当、 无愧于心是
他向党、 向自己交出的最好答卷。

此次 “党史沙龙” 活动让青年党
员现场感悟初心使命 、 接受精神洗
礼， 备受感动与鼓舞。 他们钦佩于老
党员付出热血、 挥洒青春的壮举， 认
识到现在自己身上要背负的责任担
当， 也更进一步昂扬了在新时代建功
立业的斗志。 天际岭社区工作人员袁
子程分享心得： “党员身份更意味着
责任。 我们事事为居民服务， 让居民
有幸福感； 党员处处率先， 让居民有
归属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面对新
征程、 新使命， 我们不改初心， 撸起

袖子加油干！”
洞井街道党工委委员 、 组宣委

员、 武装部长王扬带领现场青年党员
向老党员献上鲜花， 表达崇高的敬意
和感恩。 接到鲜花的老党员陈冬莲动
情地说道： “我 18 岁就入党， 已经
有 67 年党龄了。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爱学习 、 有文化 ， 牢记 ‘为人民服
务’ 的宗旨， 这个传承好！”

天际岭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平表
示， 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引导广大党
员守初心、 担使命， 特别是引导青年
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恪尽职守、 以身作
则， 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
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增强社区凝聚力、 战斗力， 并转化成
为民办实事的强大动力 。” 接下来 ，
天际岭社区还将围绕 “学史增信、 学
史崇德、 学史力行” 三个主题开展三
次 “党史沙龙” 活动， 继续奏响红色
主旋律。

天际岭社区“党史沙龙” 第一期活动见闻

老党员与青年党员共架红色“连心桥”

天际岭社区“党史沙龙” 活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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