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在北京时间24
日凌晨结束的2019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世界杯女子组决赛
中， 中国队以19比
13战胜匈牙利队，
夺得冠军。 这也是
中国篮球历史上第
一个世界冠军。图
为中国队球员张芷
婷（右）与队友庆祝
夺冠。 新华社发

———记者再走长征路

西进，西进
———访红军长征入粤首胜地新田

“长沙小将”捧回全国桂冠
2019第四届幼儿篮球嘉年华全国总决赛22

日在郑州落幕，这场专属“娃娃”的赛场，是我国
幼儿篮球运动的最高舞台。

初期选拔遍及全国24个省市区、150个站点，
最终60支队伍集结郑州，决出幼儿篮球操、三项
技能赛等4个项目的年度冠军。

“猴子老师”蒋晟所执教的长沙东岸锦城幼
儿园代表队，又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去年，他们首
次入围，便夺得技巧大赛第5名。再次出征，孩子

们一路过关斩将， 将3对3实战赛桂冠带回家。这
一夺冠，“猴子老师”和他的队伍更“火”了，成为
湖南幼儿篮球的“领军者”。

蒋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在他看来，这份成
功，有规律可循。

“一日一篮球操、一周一篮球课、一期一篮球
赛、一年一嘉年华”的篮球文化早已在东岸锦城
幼儿园蔚然成风。从2017年起，这里已实现了篮
球运动在幼儿、 教师和家长3大人群中100%普
及。在园长杨亮看来，幼儿园的篮球教育更需要
人人参与，只有“老师全都会，家长全了解”，才能
在启蒙教育阶段让孩子们形成对篮球运动的持
续兴趣。

“篮球娃娃军”正扩容壮大
全国赛场星光熠熠，省内比拼同样热热闹闹。
6月24日， 湖南省第三届幼儿篮球趣味比赛落

幕。这个由省体育科学学会、省体能训练协会主办
的“篮球娃娃战”，吸引了全省各市州41支代表队、
430名小运动员参加。

赛事颇具影响力。 首届有13支队伍、131个孩
子参与， 去年比赛吸引23支代表队、232个小运动
员，今年的参赛人数创了新高。

根据赛程，赛事设个人单项、集体项目两大
类， 个人项目有10米绕杆往返运球、1分钟投篮
赛，集体项目有篮球操、全场3对3赛。

“赛事首次落户芙蓉区，对我们在学前教育
阶段发展篮球运动是种鞭策。我们将进一步推广
幼儿篮球，让更多孩子享受运动快乐。”长沙市芙
蓉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江凌说。

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院长陈捷参与
了历届赛事的组织工作。他认为，赛事参与人数
创新高，说明篮球趣味运动日益普及，越来越多
的基层工作者参与幼儿篮球运动的推广。

� � � �湖南省第三届幼儿篮球趣味比赛24日在长沙收官，430名孩子在3天赛程中
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就在两天前的第四届幼儿篮球嘉年华全国总决赛上，长沙市芙
蓉区教育局东岸锦城幼儿园队斩获3对3实战赛桂冠。湖南幼儿篮球正日益壮大———

“娃娃军”，球场“秀”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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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 � �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抓好第一
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
各自实际，探索方法、创新形式，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
机融合、统筹推进。

通知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主线，体现到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各方
面。学习教育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贯穿全过程，
深学细悟、细照笃行，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
推动主题教育目标任务的实现。调查研究要紧紧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在调研中
深化理解和感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检视问题要自觉对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差距、查短板，在不
断深化学习教育和调查研究中， 把问题找准查
实、把根源剖深析透。整改落实要聚焦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开
始就改起来，把“改”字贯穿始终，真改实改、攻坚
克难。通过主题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新进步、达到新

高度。
通知要求，要扎实抓好学习教育。聚焦主题

开展学习，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来组织学习，党员领导干部
要以自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通读相关学习材料，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系
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抓好集中学习研讨，采
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
形式，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发扬理论联
系实际优良学风，把学习研讨同研究解决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
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同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
作实际结合起来。

通知明确，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
坚持问题导向，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
展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责、完成党中央
部署的任务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调查研
究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着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哪
些方面问题突出就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
哪个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研。同时，要在深入
学习理论和扎实开展调研基础上讲好专题党课，主
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到所分管领域
或基层单位讲。

通知要求，要检视反思突出问题。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真心诚意听取基
层党员群众、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党员干部

要自觉对表对标，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突
出问题，对照《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对照
初心使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
边榜样，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同时，领导班子和班子
成员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检视反
思，针对工作短板、具体问题，从思想、政治、作风、能
力、廉政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通知明确，要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着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抓好问题整改，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 领导班子从检视剖析的问题中，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专项整治工作，从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中，分别列出几个最突出的、在主题
教育期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抓紧整改解决，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要切实抓好自身的问题整改，防止只抓下
级、不抓自身。

通知强调，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都要做实做好做到位，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能只把自己当作
主题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置身于外，不能学归学、
说归说、做归做，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走
过场。

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如何理解
“贯穿全过程”的要求
� � � �———专家解读《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的通知》
� � �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抓好第一批
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
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把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结合各自实际，探索方法、创新形
式，把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
融合、统筹推进。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四项重
点措施从理论逻辑上有先有后，但在
实践逻辑中却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
体：学习教育是切入点，把学习教育
搞好离不开调查研究发现的真问题、
实问题，离不开检视问题过程中把问
题找实、把根源挖深，而问题解决得
好不好，还要靠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的要求更加强调学
以致用，有助于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辛鸣表示。

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表示，贯穿
主题教育全过程的要求体现了创造
性的学习精神，能有效防止党员干部
在主题教育中出现学习疲劳，激发全
党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

“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创造性开
展工作，多出硬招实招，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会更加紧密。”严书翰说。

把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主线

通知明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
教育的主线，体现到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各方面———

学习教育要把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重中之重贯穿全过程；

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检视问题要自觉对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差距、
查短板；

整改落实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引领党和国家
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
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严书翰认为，
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的一条红线，在主题教育中，抓
住这条红线非常重要。

“思想上统一了，干事情就会更有
成效。”辛鸣表示，理论上清醒才能政
治上坚定， 此次主题教育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线贯穿到四项重点措施中，用
以武装全党，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
通知指出，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 整改落实都要做实做好做到
位，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能只把自己当作
主题教育的领导者、 组织者置身于外，
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切实防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走过场。

“在主题教育中，如果有的领导干
部没有提升认识，仅仅将其当作学习
教育，没有贯穿到工作实践，与正在干
的事情统一起来，形成行之有效的方
式方法，自然就是走过场。”辛鸣说。

辛鸣表示，在主题教育中，只要党
员干部不折不扣地真正学进去，就会
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巨大力量，自然而然将其转化
为思想武器，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纲领，
化解困惑，解决问题。

通知对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学习教育中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自
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

调查研究中哪些方面问题突出就
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哪个
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研；

检视反思中对征求到的意见，要
原汁原味反馈给领导班子和班子成
员，不能过筛子；

整改落实中建立工作台账，着力
抓好破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点问
题、为基层减负等方面的整改落实。

“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有助于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主题教育成果同
党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使党
员干部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
难、 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果。” 严书翰表
示，主题教育本身注重实际效果、解决
实际问题，有助于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
走过场。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 � � � 丘陵起伏，杂草丛生，两座高坡之间有成片
农田静卧。日前，“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来到
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站在坡上，仿佛看
到当年红军突破封锁、激烈战斗的场面。

“在这里，红军在长征途中打了入粤的第一
仗。”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李君祥说。

1934年10月26日， 红一军团抵达南雄市乌
迳镇。 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堵截，在
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设置障碍，企图
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

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不让敌
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
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李君祥说，若不消灭掉这部分敌人，后续通
过的红军队伍会不断受到附近敌军的骚扰袭击，
对红军迅速通过粤北的既定目标造成威胁。

接到命令后，160多人的侦察连分三路向目

的地紧急进发。这支部队军政素质高，八成以上
是党团员，装备也比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
枪、步枪、短枪四个排。

彼时，敌人尚在构筑工事，准备迎击红军，却
不料红军有如天降，仓促应战中，被红军几轮冲
锋便打得仓皇而逃。

“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个胜仗，不仅提升了
军队的士气，也保证了红一军团和长征部队顺利
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前进。”李君祥说。

91岁的新田村村民李梅德对当年红军获胜
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在村口的一棵巨大古树下，
李梅德对记者说， 当年战斗打响时， 自己才6
岁， 但记得红军进村就住在祠堂里， 不进百姓
家中， 怕损坏百姓的东西， 也不想过多打扰百
姓。

“那时红军的生活是真苦啊。他们从江西带
来的粮食都坏了，还继续吃，也不吃老百姓家的

粮。”李梅德说，红军还买来猪肉，给村民发了五
大箩筐。

“红军来了，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李梅
德说，红军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都感激红军，有
人帮助红军抬担架、送伤员，更有不少年轻人还
参加了红军。

尽管红军队伍在此驻留时间不长，没能对当
地土豪劣绅进行彻底打击，也没能有效开展土地
革命，但红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还是给当地
民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粤北播撒下了革命的
火种。

据李梅德回忆，红军走后，国民党军反扑回
来，杀害了不少曾帮助红军的村民，也杀了不少
游击队员的亲属。

红军的英勇善战、军民的鱼水情深、国民党
军的残酷压迫……都在李梅德的心里播下了种
子。1949年9月，李梅德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云
南的战斗中， 面对国民党军架设的两挺重机枪，
为了让后面的队伍顺利通过，李梅德所在的步枪
班毅然冲锋，伤亡惨重，仅有五人幸存。

“我们应该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好日子。”历
经战争生死考验的李梅德说。

（据新华社广州6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