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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半
天 5分、一天 10分；参与村集体
经济发展工作，每天积60分……
石柱县西沱镇南坪村有个不一样
的积分卡。如今全村参与文明实
践积分达1964人，累计兑换积分

253878分（含村集体经济务工积
分 187656 分），兑换资金 24.2 万
元。“通过精神鼓励和物质激励相
结合，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
积极性。”石柱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上述积分卡是该村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风文明积分
有效结合的创新举措。目前南坪
村按照“做好自己有积分、帮助他
人有积分、助力公益有积分、发展
产业有积分”的原则，正推动该机
制延伸到全村经济社会发展事业
的各个领域中。积分作为兑换物
资、评优评先、礼遇关爱、享受公
共服务的结果运用，并定期采取

“红黑榜”的形式进行通报公示，
有效推动建立村民自治的基层治
理模式，真正让“小积分”展现了

“大作为”。
这是石柱以推进基层自治为

重要目标，让文明实践阵地强起
来、群众参与积极性高起来的一
个缩影。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近年来，立足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在高质量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中，
石柱还创新工作载体，全面谋划
长效机制，有力地把干群凝聚起
来、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文明实
践的直接参与者、实施者，充分激

发干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中，在完善工作机制方面，

石柱县按照“议事规则明责任、联
席会议抓落实、督促考核问成效”
的思路，真正做到工作研究部署
每季度1次、5个门类 37项指标
纳入部门乡镇（街道）年度领导班
子和干部实绩考核；在完善培训
机制方面，采取“集中培训讲理
论、分级培训讲方法、岗前培训讲
业务”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志愿队
伍服务水平；在完善激励机制方
面，采取物质兑换、通报表扬、礼
遇鼓励三种方式，探索实施文明
实践嘉许激励机制……

从干部带头参与，到榜样引
领参与，再到群众主动参与共识
全面凝聚，文明成风化俗。

如今在石柱，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已然成为群众学
习、活动、服务和助力发展的重要
平台，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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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实践有力度有温度有热度

石
柱

聚焦问题导向
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名词解释》》

“七个一”
重点文明实践活动

即一场“初心讲堂”理论宣讲活动、一
场“奋进有我”感恩洗礼活动、一场“节节
有礼”节庆文化活动、一场“简来简往”新
风倡导活动、一次“守护美丽”洁净村庄活
动、一次“为农代言”产品代销活动、一系
列“搭把手”邻里互助活动。

“‘啰儿调’传播新思想”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以土家民歌“啰儿调”形式，围绕宣传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庆祝建党100

周年、倡导文明新风、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等主题创作100首群众喜

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土家“啰儿调”歌词，组

建县级“领唱”志愿服务队，乡镇（街道）培育

“传唱”志愿服务队，群众参与院落“合唱”

队，形成“1+33+N”的传唱阵容，在全县深入

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群众真正成为新思想的

实践者、传播者。

数说成效》》

截至2021年5月31日，累计开展文明
实践活动4017场次，累计志愿者达40684
人次，累计受益群众有398474人次。

队伍数量坚持“宁缺毋滥”，注入“新
鲜血液”3000 余人，全县志愿者总量达
75635人。

打造文明实践主题公园 1个，制作户
外公益广告43幅，利用道旗、标语、专栏等
335个宣传载体加大宣传，积极开辟线上
阵地6个，全域实践的氛围更加浓厚。

目前，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开设专
栏16个，发布新闻、志愿动态、科普知识等
信息410条，注册团队368个，注册用户达
56574人，占比辖区常住人口达14.9%，基
本实现文明实践活动线上点单、派单、接
单、评单的一体化、信息化操作模式。

累计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相关负责人参加北京、贵州、山东以及
周边兄弟区县观摩学习5次，组织县、乡、
村三级工作骨干和志愿者集中培训 3场
次，各所（站）定期开展分级培训342场次。

用积分激励引导群众参与，累计兑现
积分资金350万元，已覆盖所有村（社区），
在家群众参与率达80%以上；用典型选树
引领群众参与，获评重庆市道德模范6人、
重庆好人 59人、中国好人 5人、市级及以
上志愿典型 33个；评选县级道德模范 60
人、石柱好人298人。

6月的石柱，百花

盛开，风景如画。走在

城乡街头，更美的是到

处 流 动 着 的“ 志 愿

红”——各类文明实践

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

展，倡导文明新风逐渐

成为石柱人的精神追

求，文明成为大美石柱

一抹亮丽的底色。

新时代文明贵在

养成，重在实践。作为

2019 年 全 市 首 批 和

2020年全国第二批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试点县，近年来石柱

坚持“凝聚思想、服务

群众、助推发展”的理

念，不等不靠，先行先

试，针对怎么建起来、

管起来、用起来、活起

来、强起来等难题积极

探索，着力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打

造成离百姓最近、群众

最喜爱的活动阵地，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切

实可行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截至目前，全县文

明实践活动群众参与

率累计达78%，群众对

生活幸福的认可度和

满意度达97.91%。

每天晚上7点半，石柱县城关
门岩与天尧新世界广场的滨河公
园段又进入到一天中最热闹的时
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人民……”这边，老
年合唱团正唱着革命歌曲；那边，
一块块崭新的宣传牌吸引着众多
市民围观，热闹非凡。

滨河公园是县城居民休闲活
动的“聚集地”，随着生活水平日
益提升，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
了更高要求。根据这一情况，石
柱因势利导，在公园内选址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增添
了形象牌、展示牌、公益广告宣传
展板、道旗宣传牌等硬件设施，还
时常组织开展文明礼仪宣讲、时
事政策解读、志愿服务等，让原来
自发形成的群众聚集地成为一个
传播文明的实践场所，受到大家
的欢迎。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阵地
就延伸到哪里。据石柱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过程中，
该县坚持全覆盖构建体系、全链

接组建队伍，搭建新时代文明实
践网络，建立由县委书记牵头抓
总、30名市管领导定点包干、17
个行业部门联动推进、所(站)“一
把手”主抓主管的三级工作体系，
创造性地提出“1+9+33+242+N”
的组织构架：以全县为整体，在县
级、9个县级部门、33个乡镇（街
道）、242个村（社区）分别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所、
站)，覆盖城乡、一体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同时，积极整合现有基层公共

服务阵地资源，打通七大平台，形
成集成化、分众化、互动化的综合
性平台支撑。把村（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村（社区）
社会工作室、学校、乡镇文化站、村
文化室等作为文明实践主要阵地，
并建立“建、管、用”结合的长效机
制，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为城乡
居民学习、活动的新高地……

一个个崭新的平台，一个个
创新的阵地，一个个鲜活的载体
……以资源整合的方式，石柱把
实践阵地建起来、管起来，真正让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能建成、可
见效。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阵地
就提供相应服务。在石柱县沙子
镇文明实践所（站）内，贴着一张张

“沙佳帮”志愿者名单、志愿服务项
目清单，只要群众有需要，都可以
派出志愿者，免费为群众提供服
务，为群众解难。

沙子镇卧龙村烤烟育苗基地负
责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今年3月，
为了帮助烟农抢抓时令做好烤烟生
产春耕备耕，“沙佳帮”志愿者到沙
子镇卧龙村烤烟育苗基地开展了助
农助耕志愿服务。“他们都是好样
的，一上午就完成了400亩、2800盘
的漂浮育苗，帮了我们大忙。”育苗

基地负责人至今点赞不已。
“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素质

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主力军，是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基
本力量，更是确保服务群众零距
离的重要环节。”石柱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此，石
柱县组建了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志愿服务队伍，并在
此基础上，推进志愿服务力量下
沉，统筹司法、农业、科协等县级
部门专业志愿服务队力量，深入
到 基 层 农 村、学 校、企 业、所
（站），自上而下将志愿服务“大

餐”送到群众家门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给广大

群众精心“配餐”，石柱着力在体现
地方特色上开展特色活动，指导各
分中心（所、站）针对群众实际需要，
开展群众最喜爱的活动，提供群众
最需要的服务，让群众乐于参与、便
于参与。如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阵地，创新开展“‘啰儿调’传播新
思想”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群众通
过传唱土家“啰儿调”，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
入寻常百姓家”。如用“三字经”、顺
口溜、快板词等易传易唱的方式，扎
实推动“六讲”志愿服务深入基层，

有效增强了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和情感认同。如以解决群众身
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着
力点，打造服务群众健康的“积善之
家”；提升法律意识解决法律纠纷的

“法援惠民生”；整治人居环境的“柴
艺大比拼”；邻里互帮互助的“半小
时服务圈”；急事代办帮办、上门修
理维护、助农春耕秋收、产品代售代
销的“搭把手”等品牌项目，将“大情
怀”与“小生活”有效结合。

与改善民生的进程同频共振，
与康养发展齐头并进，与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目标合拍相应……差
异性、选择性、多样性的活动供给，
正让石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
起来、活起来。

打造“矩阵”盘活阵地 多维整合，绘就文明“施工图”

精心“配餐”服务群众 多元融合，扮靓实践“好菜单”

凝聚“合力”力促长效 多措并举，激活共建新局面

文明实践看巴渝文明实践看巴渝·石柱石柱
“石柱红”志愿者帮助劳动力短缺家庭采摘辣椒

石柱县河嘴乡富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石柱县河嘴乡富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六讲””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石柱县石柱县““啰啰儿调儿调””传播新思想首场活动在龙沙镇大沙社区开展传播新思想首场活动在龙沙镇大沙社区开展

群众在哪里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就延伸到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