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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基层党员学习培

训资源少、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丹灶于2016年7月成立南海

区首个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基

地。这是丹灶党校的前身。

2019年，丹灶党校与全市其他

镇街党校同步挂牌成立。自

此，丹灶党校在党校制度建设

上全面谋划，快速成为镇街党

校中的佼佼者。

“党校建设既要结合普通

学校的特质，又要有所差异。”

南海区责任督学、丹灶党校顾

问张敏表示，丹灶党校不是简

单设在社区中的培训点，而是

着力打造良好的实体化办学环

境；同时，突出“党校姓党”的特

质，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

育摆在首位。

在丹灶党校的年度教学

计划中，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

育课程占比不低于70%。丹

灶党校还结合党群服务中心建

设，打造覆盖全镇党员的110

个村级分教点，坚持深入基层

送课上门。

在聚焦主业主责的基础

上，丹灶党校进一步拓宽教学

功能，提出“三三三工作思路”，

办成了集基层各类党员干部教

育资源于一体的高质量教学平

台。“‘三三三工作思路’是指聚

焦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乡村振

兴三大领域，做强教育培训、理

论研究、实践创新三大功能，力

争实现贯彻重要思想、强化人才

支撑、总结南海经验三大目标。”

丹灶镇党委委员曾景棉介绍。

人才队伍方面，丹灶党校

建立了由镇委书记任校长的组

织架构，聘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担任名誉

校长，牵头规划丹灶党校教育体

系；聘请顾问团，聘任专职副校

长负责日常具体工作，配备专职

工作人员，确保专人专岗专业。

同时，组建起一支包含专家教

授、本土讲师、机关干部的108

人师资队伍，梳理出85门核心

课程及36个现场教学点。

在这样的机制设置下，党

校红色“熔炉”作用全面发挥。

2019年以来，丹灶党校及其分

教点已举办各类教育培训428

场，培训人数约3万人次，培训

项目综合评价平均分超96分。

推开翰文民宿的铁门，踏过入

门处的石阶，便可到达民宿一楼的

客厅位置。客厅右侧放置了书桌，

摆好了笔墨纸砚，待客者兴致大发

时，可挥毫泼墨创作诗词画作。往

深处走，摆放了木质茶几，民宿主人

摆放了茶具器皿，供客者冲茶品茗

香，端上一杯清香的茉莉茶，使旅途

或者游玩间的疲惫烟消云散。

坐在茶几旁，抬头往左侧望，白

墙上写着“翰林湖景沙水美，耕读乡

风杰灵地，小馆一宿心舒坦，古村乡

愁有传奇”的墨字。据翰文民宿负

责人刘湛洪介绍，屋内有多处以毛

笔创作的诗词，皆是设计师的灵感，

妆点墙面的同时，与民宿内的复古

装饰相互烘托。

在民宿内，记者随处可见以往

耕田农作的器皿，成为屋内的艺术

点缀，每一处都是恰到好处的别

致。沿着楼梯往二楼走，便是客房

所在的位置，每层楼都有2间客房

提供居住。

客房分为大床房和双人房两种

户型，供客者按需挑选。房间均以

“木质”为主色调，从木质花纹地板，

木头和竹子加工而成的天花板等，

将简约风发挥到极致，结构和装饰

从简从真，简单里又透着用心。

“你是不是好奇，这幅水墨画

是房间内的唯一装饰？”刘湛洪介

绍，该画作是房间内的窗户，关上

窗户时可欣赏山水画，打开窗户便

可看到翰林湖的美景。这细节的

用心，是刘湛洪和设计师思想碰撞

时所激发的灵感，“民宿就在翰林

湖农业公园旁，看不见公园美景岂

不可惜？”

在仙湖畔打造全国一流基层党校
两年来，丹灶镇委党校承接区镇两级教学培训任务，发展成效位居全区镇街党校前列

位于丹灶镇的仙湖是南海区第二大湖。近年来，一系列科创、文化工作在仙湖周边展开。仙湖氢谷成为全国氢能产

业的核心，以仙湖为起点的“有为水道”历史文化也被深度挖掘，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一条水道串起半部中国近代史”。

一边是科创核心，一边是文化高地，仙湖的区位在南海有着独特的优势。2019年，丹灶镇委党校（以下简

称“丹灶党校”）在此挂牌成立，此后经济、文化工作与党建工作深度相融，并在空间位置上有了奇妙的交汇点。

两年来，丹灶党校主动承接区、镇两级的培训任务，高质量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

展等课题的教学培训和研究实践活动，发展成效位居全区镇街党校前列。

翰林湖畔小憩 美景乡愁入心
到翰文民宿享受休闲时光里的怡然自得

说起丹灶镇翰林湖农

业公园，相信广佛两地居民

皆不陌生。每逢时节变化，

翰林湖内的粉黛草、向日

葵、油菜花便吸引居民拍照

赏玩。

穿过翰林湖农业公

园的绿道，可见小桥与

凉亭相依而存，站在桥

上眺望公园四周，公园

一侧眦邻沙水村，村内

接连成排复古风格的岭

南建筑。沿着沙水村古

道穿过村民住所，寻找

到南社坊七巷的位置，

那 便 是 翰 文 民 宿 的 所

在。这是一栋 4 层楼高

的崭新建筑，外墙以灰

黑色为主调，随处可见

岭南元素，如每个阳台

均是雕花式石栏杆，过

道上以红色、黄色等灯

笼 点 缀 。 吸 人 眼 球 的

是，一楼的窗户上方以

灰雕为装饰，色彩鲜明

的图案，为灰黑色外墙

装点色彩。

民宿内以木质装饰为

主，迎面扑来居家温馨之

感。约上三五好友及家人，

可享受温馨而独特的旅行

方式。在翰文民宿可享受

家住公园内，开窗可见绿的

惬意，这令人一见倾心的落

脚点，是自己或家人放松的

绝佳选择。

■丹灶镇委党

校立足南海、服

务全国，致力建

成一流基层治

理学院。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谢晓云

认为，丹灶党校瞄准更宏伟的目标，

培育基层党员干部的大局观和实干

意识。2020年，丹灶党校围绕“七种

能力”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

革攻坚能力、抓落实能力、应急处突

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除丹灶镇内的党员培训工作，丹

灶党校近两年也多次承接全区的党员

培训。南海区委党联办副主任钟晓雄

介绍，2020年南海区委组织部委托丹

灶党校举办了7个系列培训班共20

多个班次，培训学员1500人次。

“激情、有为、专业，这是我对丹

灶党校的印象。”何艳玲表示，丹灶党

校是“立足南海、服务全国的一流基

层治理学院”，让党员干部敢啃“硬骨

头”，敢闯“深水区”。何艳玲团队进

一步从党校教育中梳理出“南海经

验”，总结提炼不少于10个典型案

例，并转化为可利用教材，充实案例

库和教材库。

围绕南海区“十四五”目标，丹灶

党校将科学制定发展目标及教学规

划。接下来，丹灶党校将以“南海之

路”为重点，打造拳头产品，同时着力

搭建移动学习平台，推出一批高质量

的有丹灶特色的线上微课。未来，基

层支部书记精品培训班、“南海之路”

教育文化品牌、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库

和典型教材等教育成果有望进一步

推广。

此外，丹灶党校软、硬件设施还

将进一步完善。其中，丹灶镇在仙湖

畔预留100亩用地，助力党校扩容提

质。软件方面，丹灶党校将“抓基础、

重谋划、做规范、提质量、出精品、增

能力”，接好天线、连好地气，全力打

造全国一流的基层党校。

镇街党校既是党的理论学习贯

彻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基层经验积

累传递的“第一公里”。与一线实际

深度融合，全面服务基层工作，在党

校教育中至关重要。

佛山市党代表、南海区委委员、

丹灶党校顾问谢晓云表示，丹灶党校

将一线实践现场作为课堂，把一线生

动的素材当作教材，让一线工作者成

为党校的教育者，为基层党校建设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

丹灶党校解决基层党组织“学

什么、怎么学”的问题。针对基层党

员干部、三农工作队伍、双创人才骨

干等不同群体，党校开发出“党员干

部培训”和“乡村振兴主题”十大特色

主题班，通过“菜单+点单”选课、“课

堂+现场”教学、“理论+实践”培训，

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课程安排。

党校还进一步创新教学方式。

丹灶党校首席顾问刘文利教授表示，

丹灶党校面向基层，发挥党校作为党

员干部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用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来推动教

学创新，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乡村党建课堂”特色现场教学

项目曾引发广泛关注。该项目将党

课搬到村祠堂、榕树头，经验丰富的

基层干部、村居干部做讲师，分享党

员声音、党建故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丹灶党校结合实际，录制“党史博

览”“一次规范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党员讲家乡”等多条电教视频，迅速

开设“云课堂”，确保基层党员干部培

训不断档、不掉线，现已成为常规教

学以外的有益补充，全年发布线上课

程逾百个，阅读量超25000人次。

党校姓党 全面发挥红色“熔炉”作用

融入一线 设置特色课程服务基层工作

胸为帅谋 培育基层党员干部的大局观

文/佛山日报记者毛蕾

通讯员张柏林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一个有品质的民宿，最重要在于

让房客在这里感受到民宿主的用心，

这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中。据

悉，翰文民宿经过南海区民宿星级划

分评定，根据整体环境、住宿要求、餐

饮要求、特色项目等多项内容进行评

定，最终评定其为南海区三星民宿。

翰文民宿注重微小细节的打

造，民宿内处处散发出古朴浓厚的

生活气息。民宿内设有按摩椅、摇

椅等设备，让客者能在放松心灵的

同时，让身体也得到放松；在公共区

域部分，还有小朋友们玩耍积木和

玩具的角落；若想在夜深人静时，品

读书籍陶冶心灵，民宿内的书架上

亦供客者随取随读。

翰文民宿满足了客者宜居宜游

的需求，也在美食上做了相应的配

套。“民宿与周边的私房菜均有合

作，可提供不同餐厅为客者选择。”

刘湛洪说，民宿工作人员会指引住

客按照路线到达私房菜馆或叫外卖

的形式到民宿内就餐。

若住客想亲自下厨，民宿的厨

房内配备的煤气炉、锅碗瓢盆均可

使用。“我们正在楼顶改造玻璃房，

并加装烧烤设备。”刘湛洪说，夏天

的时候住客可自行购买食材，在楼

顶一边烧烤一边赏星星。

约上三五家人好友来到翰文民

宿，时间好像被放慢一样。一杯茗

茶，一张躺椅，一片阳光，便是一个

午后，任何舒适沉静都可以被延长，

惬意地感受一如往昔的静谧。

以诗词和农作器皿点缀客房 注重微小细节打造温馨感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高绮华

每逢假期，您是否想逃离城市和工

作繁杂，躲在无烦恼忧愁的地方，小憩几

日，让身体和心灵都得到放松，享受阳光

正好、家人在旁的甜蜜时光？

位于丹灶镇劳边社区翰林湖畔的翰

文民宿，可让你实现这个甜蜜愿望。晨

起暮光，在鸟语花香中醒来，推开窗户，

绿植立即扑入眼帘，伸一下懒腰，拥抱温

暖的阳光和淡淡微风，享受休闲时光里

的怡然自得。

木质装饰融入岭南设计元素

■民宿内用草帽、竹子等物件装饰。 ■房间内营造着温馨的感觉。 ■设计师以墨字在民宿的内墙上题写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