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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举办社科普及业务能力提升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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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人士探讨继承发扬红色文化

全力打造社科普及工作“新坐标”
部分发言摘录
海南省社科普及业务能力提升研修班上袁 我省 11 个
社科普及单位进行经验交流袁 并就加强科普工作进行讨
论遥 以下为部分发言摘录遥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一是积极开展褒扬先烈工作袁弘
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袁全
面传承红色文化基因遥 海口市革命烈
士纪念物所每年认真负责组织维护
好清明节尧五四尧七一等重大纪念日
或重要节日袁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
动袁开展祭扫英烈尧敬献鲜花尧向党宣
誓等爱国主义教育尧 红色文化教育尧
国防教育尧入党教育等活动遥 6 年来袁
联合省尧市各级部门组织开展各种大
型纪念活动数百场次袁教育引导群众
200 多万人次遥

二是努力探索教育后人新形式尧
新手段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和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的功能及社科普及工作遥
在省社科联的指导下袁 开展社会科
学尧教育普及工作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开展
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活动曰与
省内大中小学校组成共建共育单位袁采
取请进来尧送出去的方式袁开展红色主题
教育活动百余次袁教育广大学生 80 万余
人次曰 发动海南大学先锋宣讲团入驻各
纪念园袁 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为生动
活泼的红色文化教育等遥

东坡书院相关负责人
东坡书院开设专题项目袁 丰富
基地建设内容袁 将东坡文化和社科
普及活动相融合袁着力打造有生机尧
有活力的社科公共服务平台遥
开设研学活动袁让学生心灵放飞
的课堂遥 东坡书院充分发挥其社科普
及示范基地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尧研学
教育基地等职能袁让更多的学生走进
东坡书院袁体验东坡文化的魅力遥 值
得一提的是袁5 月 25 日袁来自全球五
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名
外国留学生齐聚东坡书院袁野东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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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不忘初心袁牢记
使命遥 野不虚此行浴 我们了
解了中国红色革命基因袁
了解了共产党人精神与信
仰的密码遥 湖南是毛泽东
同志的家乡袁 为创建中国
共产党做出过重要贡献袁
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之一曰 从三湘四水走上历
史舞台的共产党人如璀璨
繁星袁光彩夺目袁为中国革
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袁
收获满满浴冶海口市龙华区
委宣传部高承兴说遥
7 月 7 日至 13 日袁由
海南省社科联尧 海口市社
科联和三亚市社科联共同
组织的海南省社科普及业
务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湖南
省委党校举办袁 来自海南
部分市县渊区冤委宣传部尧
省级和市级社科普及基
地尧省委党校尧社会组织等
单位的社科普及专家尧工
作者共 61 人参加了培训遥
海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尧
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袁省
社科院副院长李星良出席
做专题教学遥

化体验之旅冶让这批留学生真切感知
东坡魅力尧儋州风采尧中国文化遥
弘扬先进文化袁 开展东坡诗词
体验之旅遥 体验东坡诗词魅力是东
坡书院最受游客朋友喜欢的项目袁
每年在东坡书院都会举行不同规模
的东坡诗词擂台大赛袁自 2015 年以
来袁推出野千年古郡袁魅力儋州袁体验
东坡文化之旅冶正式开启袁活动一直
延续至今袁游客参与性高袁反应效果
好袁真切体验到诗词的魅力袁东坡学
识的渊博以及他强大的精神世界遥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南繁文化展馆集收藏尧 科普尧科
研尧博览展示于一体的袁自建馆以来袁
始终坚持以南繁文化尧普及农业科学
知识为宗旨袁 不断挖掘资源文化内
涵袁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研学产业的
深度融合袁充分发挥基地科学普及的
社会职能遥 科普研学是一种通过理
论+实践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目的的
特殊形式遥 目前袁我国的科普研学已
经起步并且发展形势良好遥
野南繁科普行冶活动是让更多人
们及青少年朋友了解和热爱南繁文
化为主旨的科普研学活动袁 它是以南

繁文化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为载体袁
进行南繁文化科技知识讲座尧 南繁热
带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专家现场讲
解尧科普知识互动及亲子拓展等活动遥
南繁文化展馆袁普及南繁育种知
识袁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袁宣传南繁育
成品种和研发的栽培技术袁以提高大
家的科学素质尧文化修养尧农作物以
及最新的科研成果遥
未来将探索 野南繁+文化+科普
研学活动冶新模式袁开发以南繁文化
为核心的三亚特色社会科普研学新
产品遥

琼台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

经验交流 现场教学
此次 活动为期 7 天袁以野继承发扬 红色 文化 袁开
创社科科普工作新局面冶为主题袁宣传贯彻党的创新
理论袁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袁传播普及人文社科知
识袁采用专家授课尧集中交流讨论和现场教学的方式
进行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遥 专家讲授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尧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尧新形势下
如何开展科普工作尧社科普及中的脑力与笔力培养等

课程遥
凛然英雄气袁激荡天地间遥 学员们还到毛主席故
居尧刘少奇故居尧任弼时故居尧杨开慧故居尧湖南第一
师范等进行现场教学袁探寻红色基因根脉遥 在毛泽东
故居袁培训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言袁向毛泽东铜像
敬献花篮遥
我省 11 个社科普及单位进行经验交流袁 并就加
强科普工作进行讨论遥

多措并举 成效有四
据介绍袁此次培训班多措并举袁使学员们取得成
效遥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要求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社科普及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袁让社科普及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遥 二是党性修养有提高遥 通过对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一生的学习袁加深了对党的
初心的认识袁认识到我们的党是人民的政党袁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袁为民族谋复兴袁就是为人民不断创造美
好生活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
和价值追求遥 三是业务能力有提升遥 湖南省社科联
对科普工作经验的介绍尧专家学者对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的讲授袁野社科普及中脑力与笔力的培养等学习冶袁
为学员打开了工作思路袁找到了好的工作方法袁明确
了以后科普工作的方向遥 四是担当意识有增强 遥 学员
们认为袁通过此次培训袁普遍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
洗礼袁增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要在海南自由贸易区尧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爱岗敬业尧
担当作为袁突出社科普及产品的优质供给袁突出社科
普及载体的有效创新袁 突出社科普及服务的不断提
升袁着力提升社科普及工作的水平与成效袁推动形成
全省社科普及工作新格局袁 全力打造社科普及工作
野新坐标冶袁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

一是加强管理袁 完善书院制度
设施建设遥 今年袁对书院进行全面整
修袁开展文物征集袁搜集到了各种各
样具有价值的文物材料遥 同时袁免费
向社会开放袁不再收费遥
二是拓展平台袁 广泛宣传书院
品牌文化遥 举办海口大讲堂袁聘请名
人名家到书院来举办讲座袁同时进行
电视直播尧网络直播遥 建立网络叶琼台
书院曳的平台袁搜集大量有关琼台书
院材料袁栏目众多袁材料丰富袁是琼台
书院的网上展厅尧网络档案馆遥
三是突出特色袁 充分展示书院
精神传统遥 举办各种各样的读书活

动袁开展寻访府城古迹步行活动袁成
立琼崖理论传习所袁 建立起一支宣
讲骨干队伍袁 以琼台书院作为固定
学习活动场所遥
四是深入探讨袁 研究书院未来
建设发展遥 计划引进专业团队合作袁
挖掘书院文化尧开发书院价值袁传承
红色基因袁讲好琼台故事袁力争把书
院打造成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成为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场所尧 人民群众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尧 青少年
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及我省红
色旅游尧文化旅游的精品品牌遥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民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野展冶院展示古今民俗的文化魅
力袁感受来自民间的生活智慧遥 自开
馆以来袁已面向约 1.4 万余人次师生
科普海南传统民俗袁 已成为校园文
化的重要载体遥
野教冶院拓展民俗展品的文化内
涵袁传承创新民俗展品的艺术价值遥
作为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和第二课
堂袁让学生在馆内研学曰成立野品艺
社冶工作室袁培育应用型人才遥自开馆
至今袁海南民俗博物馆共组织了 432
个班级和单位在馆内上课和研学袁组
织野品艺社冶学员 12 次考察与品鉴遥
野宣冶院发挥文化阵地功能袁扩大
海南本土文化宣传辐射区域遥 先后

接待来自专家学者尧国际友人尧高校
师生等共数万人袁 肩负起海口桂林
洋区域中小学校海南民俗科普尧本
土文化教育的担子袁为附近中尧小学
校的学生开展义务的民俗知识宣讲
和民俗科普活动遥
野研冶院乐为苦行僧袁讲好展品背
后的故事遥 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袁
形成了 50 多万字的实地调研报告袁
公开出版数部专著遥
自 2017 年开始袁调研和走访海
南 18 个市县渊三沙除外冤袁行程 2 万
多公里袁用相机记录的海南红色文
化保护与开发现状的调研成果叶图
说海南红色文化曳袁将于今年出版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