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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2018 年 9 月 10 日 

 

   娄勤俭会见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9月 7日，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在南京会见了“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团全体成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把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总结好、宣传好、运用好，

激励干部群众自觉弘扬爱国奉献精神、争做新时代奋斗者，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增添强大正能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

隆，省政协主席黄莉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孟中康，省军区司令员于中海，市领导项雪龙、滕雯

等一同会见。吴政隆向报告团成员、王继才同志的妻子王仕花颁

发了王继才同志烈士证书。       （宣教处、灌云县委宣传部） 

   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宁举行。9月

7日，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连云港市委在省政协礼

堂联合举行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省暨南京市首场报告会。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出席报告会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军区政

委孟中康主持会议。王继才同志的妻子王仕花、儿子王志国等五

位报告团成员追忆“守岛英雄”的感人事迹。王部长要求，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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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宣传好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民兵预备役

人员要以王继才同志为榜样，牢记党的宗旨，增强使命意识，以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奋力开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江苏实践的新境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焦建

俊、市领导滕雯，省及南京市、驻宁部队代表400人参加报告会。 

（宣传教育处、灌云县委宣传部） 

  中宣部组织中央媒体赴灌云集中采访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8

月 30 日—31 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联合组织的中央媒体集中采访团在灌云县集中采

访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军网等中央新闻单位和新华日报、省

广电台等省市新闻单位共 30 余名记者参加采访活动。采访通过

召开座谈会、实地探访开山岛、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全国时代

楷模——王继才遗孀王仕花以及王继才生前友好等社会各届代

表分别介绍了王继才同志相关事迹。（新闻处、灌云县委宣传部） 

第三届全国诗歌刊物主编恳谈会在连召开。9 月 8 日，由

省作协和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诗歌刊物

主编恳谈会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省作协党组书记

韩松林、市领导滕雯出席。来自全国各地的 70 余位诗歌刊物

主编和诗人作家与会，共同探讨新时代诗歌建设。本届恳谈会

的主题为“在柔媚的湛蓝中——面朝大海的中国新诗”，旨在

为全国的诗歌工作者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关注和发掘诗人新

秀，营造良好的诗歌氛围，共同推进新时期诗歌发展的繁荣局

面。                                （市文联、文艺处） 

滕雯同志为连云区委中心组作专题辅导报告。8月 22 日，连

云区召开区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市领导滕雯作意识形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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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陈书军主持学习会。滕部长以《牢牢

掌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题，解读习总书记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并结全面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

域中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问题，重点介绍了我市在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内容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连云区四

套班子成员，科以上党员干部，各乡街、部门、村（居）党组织

400 余人参加学习。                      （连云区委宣传部） 

2018 年全市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举行。8 月 28 日， 

2018年全市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领导

滕雯、部领导王修杰参加开班仪式。为期一天半的培训班上，来

自省内外三位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一线的专家，为培训班学

员做了《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及应对技巧》、《全媒体时代话语权》

等专题讲座，全市各级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助理及媒体工作

者代表 280余人参加培训班。                    （新闻处） 

广播剧《新中国安澜之战》剧本研讨会在北京召开。8月 29

日-30 日，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广播剧《新中国安澜之战》剧本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央广、中国广播剧研究

会 10 余名专家参加剧本研讨会并就剧本线索铺垫、情节设置、

历史细节方面提出修改意见。该剧以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

程、治理淮河先导工程“导沂整沭”为史实，反映党领导人民迎

难而上、攻克难关，不忘初心、造福人民公仆形象。该剧 11 月

底录制完成，在央广播出。                       （文艺处） 

我市成立青少年自护教育基地。8月 30 日，市青少年自护教

育基地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市消防支

队举行。该基地是市文明办、团市委联合市消防支队共同打造的

教育平台。通过成立“护苗成长”青少年自护教育讲师团，定期

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大讲堂，基地将着力开展心理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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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行为矫正、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等综合性服务，努力为未成

年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未成年人处） 

我市海州“爱心市民”瞿世刚荣登 8 月“中国好人榜”。8 月

31 日，8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贵州六盘水举行，海州“爱心

市民”瞿世刚荣登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成为今年我市第 10

位上榜的“中国好人”。2015年，瞿志刚和朋友多方筹措资金，

组建“爱福德”公益服务中心。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

首创“为家长做心理康复”的服务理念，同时采用运动和文艺的

辅助治疗形式，创办了全国首支由自闭症青少年组成的足球队，

经央视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综合处） 

海州张庄发现古代墓葬群。截至 8 月 31 日，海州张庄古墓葬

群共发现墓葬 118 座，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 36

座古墓葬，出土文物 257 余件套，涉及两汉、唐、五代、宋、清

等多个朝代。张庄古墓葬群是目前连云港地区发现的墓葬数量最

多、分别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墓地，为研究连云港海

州地区两汉、唐宋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丧葬

习俗提供了有力物证。                        （市文广新局） 

东海县委宣传部集中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8月

27 日，东海县委宣传部召开了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

各科室、中心要对照会议部署要求，明确工作目标，列出任务清

单，一项一项对照，一项一项抓好落实。要加强调查研究，进行

系统梳理，找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差距短板，以破解问题

的实效推动宣传思想质量的提升。          （东海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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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召开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9月 6 日，灌云县召开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回

顾总结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以 9 个坚持为根本

遵循，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中心环节，以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使命任务，宣传文化战线要切实担当

使命任务，为推动全县“高质发展 后发先至”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灌云县委宣传部） 

灌云县组织开展“不忘峥嵘岁月  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活动。

9 月 3 日，灌云县组织开展“不忘峥嵘岁月  关爱抗战老兵”志

愿活动。目前，灌云县健在的抗战老兵有 30 多位，大多居住在

农村。为了让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更好的享受到晚年生活，灌云

县文明办联合部分文明单位组织了这次志愿关爱活动。在抗战老

兵的家中，志愿者们认真倾听了老兵们当年的抗战事迹，详细了

解了老人近期的生活状况，表达了对抗战老兵的崇高敬意和关

怀。                                   （灌云县委宣传部） 

灌南县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报告

会。8月 22 日，灌南县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报告会。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文彰

教授，为全县党员干部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报告。报告会内容丰富、逻辑严谨、信息量大，对全县广大

党员干部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灌南县委宣传部） 

 “墨舞陇海 一带一路”海州区· 周至县书法交流展举行。

8 月 22 日--9 月 4 日， “墨舞陇海 一带一路”海州区·周至县

书法交流展在市美术馆举行。本次书法交流展的前期准备工作历

时半年，由海州区、周至县两地携手共同筹备，选取两地书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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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佳作在周至、海州分别开展。周至县专场作品展已于今年七月

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反响。海州专场展出共有两地书法精品 67

幅，各种书体兼备，章法灵活多样，凸显出强烈的地域特色和迥

异的艺术风格，充分展示了两地书法家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海州区委宣传部） 

海州区举办镇街工作论坛推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8 月 31

日，海州区举办第一期“镇街工作论坛”，以论坛的形式，请五

个涉农镇街党委书记就各自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交流。之后每期将

结合不同的活动主题，由各镇、街道、区直部门、民生条线的部

门一把手上讲台亮相亮剑。通过论坛的形式，交流思路想法，开

拓知识视野，解除思想“疙瘩”，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总揽全局、

谋划长远、立足当前、跨越发展的本领。   （海州区委宣传部） 

       

     

“三项举措”助力文艺小分队繁荣基层文化。一是加强统筹

做好机制保障。深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统

筹全市文艺生产单位、文艺人才组建 100 余支文艺小分队，形成

市、县(区)、镇(街)三级联动、各单位联动的纵横机制。2000余

名文艺名家、文艺志愿者登记在库，根据演出形式和基层需要组

编成戏曲、“海莲籽”、“经典·悦读”等小分队每月定期开赴基

层演出。二是深入基层做好“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化。组织

文艺小分队深入贫困乡镇、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偏远学校、深入

车间工厂、深入工地码头送演出、送文化 600余场，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多种类型的采风基地和联系点 30余个，鼓励文艺小分队

与群众结对帮扶，促进群众文艺创作，进一步繁荣和丰富百姓文

化生活，央视 1套、7套及多家省市级媒体先后采访报道。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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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民做好文艺精品生产。组织小分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加强服务群众的使命意识，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和

表现的对象，创作生产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如舞

蹈《二妮》获得全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十佳作品，电影《水晶女

孩》获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现代淮海戏《辣妈

犟爸》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等，群众文艺得到极大繁荣。 

（文艺处） 

连云区全力构建好人城。一是建成“好人一座馆”，在全国

文明村建成全市首家公民道德展列馆，集中宣传各级各类先进典

型 80 多人的事迹照片、实物作品和文艺名家关于公民道德内容

的艺术作品，并及时进行更新，目前已累计接待全区中小学生、

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达 1万余人次，充分展示小城大爱。二是打造

“好人一公园”，打造完成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的海滨好人公园，

园内设置核心价值观小品、专题宣传栏 20多块，定期更新宣传

“连云好人”等人物事迹，成为全区集好人展示、市民休闲、广

场活动于一体的大型好人文化传播场所。三是建设“好人一广

场”，提升打造全区所有街道中心区域或市民活动场所，通过设

置宣传标语、展示好人图板等形式，将好人元素有效融入，潜移

默化引导市民群众。四是开设“好人一堂课”，依托街道、村居、

校园、单位 200多个道德讲堂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进讲堂”活动，

集中展示道德模范的良好形象，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向上向善。五

是制作“好人一面墙”，充分利用村居空白墙、党员活动室等现

有场地设施，将党员活动阵地、居民教育课堂、身边模范展示等

多个功能板块融为一体，实现社区（村）“好人墙”打造全覆盖，

进一步刻画先进典型、宣传优秀事迹、弘扬新风正气。 

                                  （连云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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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海州区“学道德模范·做身边好人”精品文艺晚

会走进海州朐阳街道。                   （海州区委宣传部） 

8 月 22 日，灌云县舞蹈家协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灌云县委宣传部） 

近日，东海县委宣传部印制发放《理论天天学—党员干部应

知应会 100条》口袋书。                 （东海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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