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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宫位于白蕉镇月坑村内，建于
1812年，是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队部
旧址。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五圣
宫都是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的指挥
部和活动驻地。五圣宫不仅是斗门武
装斗争的策源地和活动地点，也是传承
红色革命文化、诠释斗门老区精神的重
要载体。

今年3月，这座古建筑在保留其独
特风韵的同时，内部陈设迎来重大升
级，成为斗门区第二个市级党史党性教
育基地，也成为斗门区768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之一。

旧址内的陈设以时间为轴线，分为
“人民觉醒”“黄杨抗战”“八区战事”“解
放斗门”“浩气长存”五部分，展示了中
山八区游击队的抗战历程与斗门区其
他重要的抗日战役等重大事件，通过图
片、文字、视频、雕塑等方式展现，真实
地还原了当年仁人志士投身革命而舍
生忘死的一场场反抗斗争。

眼下，斗门区以五圣宫为平台，打
造红色文明实践阵地，让红色文化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在月坑村的红色热土上
交相辉映，将红色精神融入现代生活，
焕发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风采。除五
圣宫外，斗门区还积极推动小濠冲党史
馆、毓秀洋楼、善雅书房等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纳入文明实践阵地网络。
其中，小濠冲党史馆作为斗门区乡

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示范点之一，开展
青少年服务、讲解员培训、红色夏令营
等活动，将乡村急缺的素质教育活动送
到家门口，让青少年更好传承红色文化
基因。毓秀书房结合斗门镇历史文化，
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阅读、教育教
学活动，给少年儿童创造学习益智、快
乐成长、实现梦想的良好环境。

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有机融合，斗门区依托5家
善雅书房、“粤书吧”等阵地建设实践
点，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乡村“复兴少年
宫”、志愿服务E站，更有力调动志愿者
助力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有序统筹
志愿服务资源教育引导青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

此外，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还创新推出全省首条区级“学习强国”
主题公交——“学习强国”斗门号，依托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市民打造线下
流动实践点。“学习强国”斗门号以车身
展示、车载观影等形式，设置智能互动
大屏等便民设备，开发点点通兑换乘车
券等惠民功能，助推学习与服务相结
合，创建关联度高、系统性强、参与面广
的流动宣传学习环境。

768个实践点：

打造特色文明实践阵地

五月时节，斗门遍地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像争奇斗艳的大自然一样，深受群众欢迎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也在斗门遍地开花，带来新气
象。

在全区，“两中心一平台”机制创新、融合发展，
打造全国试点；

在“五镇一街”6个实践所，探索“社工+志愿者”
运作模式，积分激励实现全区全覆盖；

在129个村（居）实践站，以党建引领文明实践
活动，铸就村（居）品牌；

在全区768个实践点，斗门丰厚的岭南文化、红
色文化被活化利用，打造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阵地。

……
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建设更进

一步的过程中，斗门区不断规范、接续深化，实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四级网络全覆盖，构
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布局，以文
化人、成风化俗的范围更广、常态化更有力、长效化
更扎实，以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点亮“善雅斗
门”之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采写：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影：本报记者 吴梓昊 余浩然 通讯员 斗宣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
点建设过程中，斗门区规范化建设1
个实践中心、6个实践所、129个实践
站，推进768个实践点纳入文明实践
阵地网络，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点”四级网络全覆盖，形成
纵向涵盖区镇村、横向辐射党政群的
实践阵地布局。

“中心、所、站、点”四级阵地布局
主要包括：

区级“两中心一平台”机制创新、
融合发展，打造全国试点；

在“五镇一街”6个实践所，探索
“社工+志愿者”运作模式，积分激励
实现全区全覆盖；

在129个村（居）实践站，以党建
引领文明实践活动，筑就村（居）品牌；

在全区768个实践点，斗门丰厚
的岭南文化、红色文化被活化利用，
打造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阵地。

“中心、所、站、点”四级阵地布
局，是一个不断规范、接续深化的建

设过程。
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从省级试点到全国试点，走过的
正是一条不断深化拓展之路。

省级试点建设。斗门区打造1
个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6个镇
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村居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点，设计“4+3+N”（四个
标准配置、三大工作引擎和N项主题
活动）建设标准，建好斗门特色的志
愿服务“朋友圈”，筑牢斗门特色的文
明实践“根据地”。

全国试点建设。出台《斗门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建设工
作方案》，在充分总结省级试点建设
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做好五道
加法题，即“公转+自转”“一轴+一
网”“面子+里子”“专业+品牌”“底
色+特色”，实现深化拓展全国试点建
设质的飞跃。

从省级试点到全国试点，斗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要求越

来越高，其建设谋划愈加长远，建设
方式不断增加，建设手段更加有效。

为更好打造全国试点，斗门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了“智慧一公
里”平台建设，“强国大屏”“强国广
播”和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小
程序是其主要建设内容。目前，“智
慧一公里”平台已实现全区101个行
政村全覆盖，让群众更快更及时地获
取丰富的信息资源。

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融合发展。
斗门区创新“两中心一平台”融

合发展模式，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即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智慧一公
里”平台为前端阵地，以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为指挥中枢，以“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为内容支撑，实现“两中
心一平台”互融互通。

具体而言，“强国大屏”的播放内
容一部分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

“海量资源”，另一部分来自斗门区融

媒体中心精心制作的本地新闻资讯、
自办生活栏目和公益宣传广告。“强
国广播”通过斗门电台的优质节目资
源，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
案例，讲述蕴含新思想、传播新风尚
的历史典故、身边事例，在潜移默化
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文明素质。

从筑牢文明实践“根据地”，到做
好五道加法题，到“智慧一公里”项
目，再到“两中心一平台”和四级网络
全覆盖，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结合斗门实际情况，长远谋划、接续
发力、深入推进，积极探索“鲜活管
用”的斗门经验。

“要在巩固当前中心建设成果的
基础上，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
国试点建设更进一步。要走好新时
代群众路线，聚焦群众需求、突出效
果导向，通过关心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发挥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最大实效，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斗门区委书记苏虎说。

1个实践中心：

“两中心一平台”建设更进一步

15日下午，在斗门镇新乡村，10
余位村舞蹈队队员来到村里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参加文明实践活动，在
二楼的舞蹈室内跟随专业教师学习
舞蹈。58岁的黄沛琼就是其中之
一。除了参加舞蹈队，黄沛琼还是村
里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时常作为志愿
者服务村里开展的各类文明实践活
动，如手工制作、美食培训等。

“我作为志愿者服务，每参加活
动一小时就能获得2积分，即便是像
跳舞这样以群众身份参加，每一小时
也能获得1积分，可以在一楼兑换礼
品。”正在舞蹈课中场休息的黄沛琼
下楼来到积分超市，向斗门区蒲公英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新乡村社工徐
梅出示了自己的积分存折，随即兑换
了一瓶沐浴露。

徐梅是湖北人，2017年嫁到新乡
村，成为一名新斗门人。成为驻村社

工后，徐梅积极入户走访了解老人身
体情况和孩子们对课外活动的需求，
并策划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文明实践
活动。在她的努力下，新乡村不仅实
现每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而且还培
育了一批服务本村的志愿服务骨干。

“一开始村民对志愿服务难免会
有一些排斥，但大家在活动中逐渐发
现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村里
的邻里氛围越来越融洽，参加活动的
热情也被点燃。”徐梅告诉记者，2021
年，新乡村开展了超140场文明实践
活动。今年以来，村里的自助兑换机
一年内补货两轮，意味着全村兑换总
分值已超过6000分。

放眼新乡村所在的斗门镇，实现
了辖区内 11个村居社工进驻全覆
盖，“社工+志愿者”运作模式已基本
形成。斗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通
过扶持社会组织入驻、培训和本地志

愿者培育，实现文明实践活动专业
化、常态化开展，培育出“小号角”等
村居级志愿服务队，策划多个村居级
文明实践特色项目，部分优秀项目更
是屡获省、市、区各级奖项。

其中，“小镇故事多”志愿服务计
划邀请“南粤新乡贤”赵承华加入“智
库”，不断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提高
队伍服务水平和业务素质。赵承华
以毕生精力探寻传统文化脉络，对斗
门镇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价值的认
识十分清晰，已累计培育30名讲解志
愿者，让更多新生力量以更饱满的热
情、更专业的语言讲好“小镇故事”。

“礼敬历史，传承有我”教育实践
活动以本土历史文化为切入点，联系
镇内历史学者，将历史课堂搬到室
外，培养学生学习研究历史兴趣，让
更多青少年了解斗门镇历史，促使学
生懂历史、知荣辱。

“我们组织乡村学校教师和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专业人员担任志愿服
务队教师，动员本土各类人才近200
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打通在镇域和
村居层面实现自循环的志愿服务机
制和文明实践网格。”斗门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眼下，斗门区“五镇一街”6个实
践所正结合各自特点，策划打造特
色品牌项目。除斗门镇外，乾务镇
也充分结合当地优秀文化，擦亮新
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乾务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发挥“中国民间文
艺之乡”“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优势，把优秀传统民间艺术传承
与创新作为文明实践重要部分，继
承非遗匠心、弘扬传统文化，近年来
开展“装泥鱼”习俗、曲艺、醒狮等公
益培训20多项，累计达1.5万课时，
受惠群众超2万人次。

6个实践所：

“社工+志愿者”策划特色项目

黄金村位于井岸镇西南方，村内有
条黄金涌，河涌通至南边鸡啼门水道。
这个不大的村落宁静秀丽，充满岭南水
乡风情，小船悠悠、小桥伫立，村中花团
似锦、翠竹葱葱，民居均沿着村道建设，
整齐有序。

傍晚时分，十余名刚刚放学的孩子
陆续来到位于黄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一楼的善雅书房·黄金屋，一场生动
有趣的“我们的节日·端午”陶泥体验活
动将在这里开展。

现场，村内的老党员志愿者梁安邦
首先为孩子们讲述了黄金村的端午节
习俗，孩子们身着汉服、仔细聆听，不时
还积极抢答问题，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在陶泥体验环节中，孩子们在社工的指
导下和党员志愿者的协助下，用陶泥制
作出了一艘艘小龙舟，大家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意。

这场活动是斗门区 2022 年乡村
“复兴少年宫”创课大赛候选项目之
一——“指尖记忆”斗门区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参加实践路演的展示现场。“我
们在策划活动时，会主动融入传统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进一步丰富文
明实践活动内涵，针对孩子们开展的活
动重点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与沟通能
力。”斗门区八斗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社工黄恩恩表示。

去年3月，黄金村党群服务中心升
级改造工程开工，历时近一年，于今年
年初改造基本完成。黄金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位于黄金村党群服务中心内，
于去年年底投入使用。“村里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组建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
团员志愿者服务队，有志愿者60多名，
经常开展党史党情宣讲教育、村容村貌
整治、环境保护、普法宣传、亲子趣味游
园会等活动。”黄金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黄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增
设了善雅书房，并以此为基础建设黄金
村志愿服务E站。由此，斗门区第一家
志愿服务驿站落户黄金村。“驿站可以
满足群众对便民服务、活动积分兑换、
学习强国线下推广、微心愿和‘民生微
实事’征集等方面的需求，还可以招募
和培训志愿者，使我们的阵地更具人
气、更有活力。”斗门区文明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黄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生动
案例，是斗门区12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以党建引领文明实践品牌的一个代
表。斗门区坚持整合和统筹村级基层
组织服务资源，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升级
改造，优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设施
和功能，强化场所、系统、内容、制度等
各项保障，形成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
强大合力。

在文明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斗
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小程序作
为活动发布、报名、宣传、展示及积分
兑换等各个工作环节的记录载体。为
更好服务“一老一小”，斗门区推出反
向扫码便民举措，实践站管理员协助
老人、儿童等不便使用手机的群体在
小程序中生成唯一记录码，并打印为
纸质码。后续参与活动时，工作人员
扫纸质码即可记录其活动情况、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进一步扩大文明实践
覆盖范围。

斗门区还整合了沙石村等28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挂牌成立乡村“复
兴少年宫”，因地制宜打造“儿童守护
站”“430阅读课堂”等乡村“复兴少年
宫”特色项目，为农村少年儿童提供学
习益智、快乐成长、实现梦想的良好环
境，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农村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

129个实践站：

党建引领文明实践品牌

斗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推出全省首条区级“学习强国”主题公交线路——“学习强国”斗门号。

黄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陶泥体验活动。村民通过小程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礼遇自助兑换机上兑换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