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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长发 男，1950年出生，曾就
任邢台市纸箱厂厂长。退休后，发挥
余热，投身于社区公益事业，现担任
中北社区“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
员。近年来，他认真学习领会和及时
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对
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不断提高政策
理论水平，注重学习领会党的宣传思
想工作方针、政策，本人思想素质
高，政治觉悟强。开展十九大宣讲以
来，他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理
解其精髓与要义，从“廉政课堂”到

“道德讲堂”，从“政策解读”到“拉
呱党课”，从“专题讲座”到“案例
教学”，到处都有他理论宣讲的身
影。他始终扎根基层，深入一线，认
真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出色地完成
组织上赋予宣讲员的光荣任务，为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工作作出积极贡
献。

逯奕彤 女，1992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为西门里办事处团结东社区
副主任，“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
员。逯奕彤同志作为一名最基层的社
区宣传员，始终以宣传做为己任。中
央、省、市委一出台新的政策，她都
第一时间认真学习研读，然后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宣传栏、标语等诸多形
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后，她所在的社区成立了小马扎
宣讲小分队，深入小区、企业、学校
宣讲，用最朴实的语言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送到党员群众当中。还联合辖区
共建单位举办“学习十九大不忘初心
跟党走牢记使命谱新篇”主题宣讲
会，以诗歌、朗诵、唱红歌等多种形
式自编自演。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
信群、QQ群等新媒介讨论分享，让
每个党员通过看报告和线上讨论等形
式详细解读十九大，让十九大精神真
正贯彻落实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乔建民 男，1963年出生，中共
党员，2005年退役转业到邢台市工
商局，现任桥西市场局消费者协会秘
书长。平时，乔建民经常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商超，到一线向群
众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开展《消费维权大讲堂》、开展《送
法律、送服务、送知识》乡村行宣讲活
动。十九大召开以后，他认真研读、深
入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内涵，积极主
动加入到“小马扎”义务宣讲员队伍。
先后在本系统内部、辖区企业商场、
社区、学校宣讲40余场。在创业服
务中心青年CEO专题培训班上以《青
年强则国家强》为主题向青年创业者
和企业家进行宣讲，反响热烈。宣讲
现场被河北电视台、邢台电视台在新
闻联播中播放，并接受河北日报、邢
台日报专访，宣讲稿件被邢台市委宣
传部评为优秀稿件并给予表彰。

孙会芹 女，1970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任桥西区泉西街道办事处鸿
溪社区书记、主任。孙会芹同志作为
一名基层社区宣传工作者，坚持阅读
各类报刊杂志，学习领会并掌握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十九大
精神、党章、党规、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等。党的十九大闭幕以来，为深
入贯彻学习和宣传十九大报告精神，
孙会芹积极组织成立了鸿溪社区“小
马扎”宣讲小分队，进小区、进学
校、进企业，利用社区文化家园，社
区服务公众号、QQ群、微信群、室
内外电子屏等多媒体设施来传播党的
十九大报告精神，让十九大精神真正
贯彻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杜静 女，90后大学生村官，任
县任城镇韩西周社区“青春小马扎”
宣讲小分队队员。该同志勤于学习，
充分利用业余休息时间，通过个人自
学、网络学习、听讲座等形式认真学
习十九大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
点，带领另外4名大学生村官自发组
成了“青春小马扎”宣讲小分队，在
全镇范围内传播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了宣讲更有针对性，便于听众理解，
她编写宣讲稿，宣讲内容聚焦群众最
关心的土地承包、医疗保障、子女教
育、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等
问题，根据受众对象不同，分门别类
地进行整合，有所侧重地进行宣讲，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向
大家宣传十九大精神，让每一位村民
都能及时了解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
及到老百姓的惠民政策，力求让每一
个人都听得明白，给村民服下政策

“定心丸”。

陈三江 男，1956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为沙河市桥西办事处兴固村
党总支书记。陈三江同志作为一名基
层的农村宣传员，始终把宣传工作放
在首位。他围绕农村中心工作，大力
宣传党的十九大方针政策，组建了3
支“小马扎”宣讲小分队，创作编排
了快口相声《四大嫂宣传十九大》、
诗朗诵《新时代兴固在腾飞》、三句
半《喜庆十九大，共建新农村》等一
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他立足
本职岗位，专心做好宣传工作开展基
层文化生活，提升兴固村精神文明建
设水平，投资20余万元，建立文化
活动中心；他定期举办文艺晚会，定
期开展“孝道大餐”活动，定期招开
村民小组会议，学习村规民约，开展
家庭挂牌、评比文明户等活动。他时
刻谨记要做好群众的贴心人，讲透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和带来的巨大变
化，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基层宣讲员。

裴扬 女，1991年出生，中共党
员，在沙河市桥东街道办事处宣传信
息科工作。作为沙河市“小马扎”基
层宣讲小分队队员，她带着小马扎，
深入群众中间，从唠家常聊到土地承
包、文化自信、教育、医疗等等，同
时还会采取讲故事、举事例、提问等
形式来增加趣味性，使得群众对党的
政策理解加深了，她对群众的想法也
更加了解了。除了这种面对面的宣讲
外，她还利用桥东办党的声音村村通
大喇叭进行定时广播，开通了咨询热
线，群众在听到广播后如果有疑问可
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利用沙河桥东
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宣讲，根据群众
的留言了解宣讲效果，并进行实时调
整；除此之外，在村里举办文艺活动
时，也会编排三句半等节目来进行宣
讲，或者在开展洗城活动时，发放宣
传页等等，将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和路
线方针政策与办事处的各项工作相结
合、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用群
众听得懂的方式，讲百姓听得懂的语
言，将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

杨红芳 女，1978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任沙河市朝阳街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兼主任，“小马扎”宣讲小分
队队员。2010年以来，她组织社区居
民成立了志愿科普宣传队，以“社区
居民是一家，口口相传力量大”为宣
传宗旨，利用条幅、宣传栏和网络平
台等多种模式进行科普宣传。党的十
九大召开以后，她组织社区居民成立
了“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面对不同
人群，有针对性地选择宣传方式：在
老年人中，成立文娱宣传队，编排文
娱节目，将政策法规，文明生活理念
融入三句半、小品中，让老人们在娱
乐的同时接受政策文化教育；在青年
人中，利用QQ群、微信群等平台，
进行政策法规、系列讲话等方面的宣
传，让青年人在新媒体中提升认识；
在困难群体中，利用走访入户、就业
指导等形式进行帮扶和宣传，既解决
了困难群体的困难，又让他们了解到
政策知识，让困难群众在帮扶中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张圆 女，1985年出生，中共党
员，在任县经济开发区河头社区工
作，“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员。自
参加工作以来，作为一名基层党员，
她时刻关注着党的理论创新，关注着
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召开
以后，她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在乡镇
领导的安排下，与乡镇的三名女同志
一起组成“巾帼宣讲小分队”，坚持
分散宣讲与集中宣讲相结合，分散宣
讲时，宣讲员们采取“面对面”方
式，在公园广场、街道社区、工厂车
间、小区院内与居民群众一起，深入
浅出地进行面对面地引导帮助、心贴
心地解疑释惑、实打实地说理点拨，
使宣讲生动鲜活、入情入理，听众少
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这些宣讲在居
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许多居民从认为理论宣讲听不懂、不
爱听，到主动参与、成为骨干。

姜成路 男，临城县鸭鸽营乡北
高村人，“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
员。他组织文艺演出多年，在十九大
宣讲中，擅长采用文艺宣讲形式进行
宣讲。“小马扎”文艺宣讲小分队以
舞蹈、独唱、歌伴舞快板、小品等文
艺形式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带给村民，
姜成路等飞燕艺术队的《农家喜庆十
九大》，李家韩孙俊昌团队的快板
《新社会就是好》、小品《家和万事
兴》，路家韩武素娟的《厉害了，我
的国》、忠信村郝金英的小品 《彩

礼》，都将国家政策、新风尚等通过
节目的形式进行了传达，在演出过程
中还穿插了十九大知识问答，使各村
民都能积极参与，踊跃抢答，营造了
欢乐祥和的氛围，将一些十九大精神
潜移默化地带入人们的心间，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徐培培 女，中共党员，现任临
西县老官寨镇副镇长，河北省第九次
党代表，“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
员。她时刻关注着党的理论创新，关
注着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关注国际国
内时事，每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
者是中央其它会议，她都要在最快的
时间内对会议的报告进行反复深入研
读，特别是对十九大精神，更是精读
深研，为了做好宣讲，她还经常深入
调研，增加理论宣讲的力度。十九大
胜利闭幕后她组织“小马扎”宣讲小
分队，制作 PPT、自创宣讲稿进企
业、进村委、进农场、进农户给老百
姓宣讲十九大精神，并带领老官寨镇
妇女姐妹们创建乡风文明引领孝道，
招募“公益红娘”宣讲乡风文明。因
工作突出，曾获得“感动2014临西十
大人物”“学玉兰好村官”先进个人
和“玉兰式女干部”“邢台市最美村
官”等荣誉称号。

靳同生 男，1943年出生，中共
党员，南和县河郭乡左村人，邢台市

“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员。2003年
退休回村后，带头组织“左村夕阳红
文艺队”和“左村金太阳文艺队”秧
歌队、碌碡队；自编文艺节目，利用
黑板报、广播、座谈、演讲、书法、
对联、旅游等形式，热情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利用集市、庙会庆典、节日
和晚上在本村及邻县乡村义务宣传
200余次，受教育人数达数万人。党
的十九大召开后，成立“小马扎”宣
讲小分队，他创作快板书《高举旗帜
紧跟党》，声情并茂地演唱赞颂十九
大，从这些接地气的节目中，他们读
懂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给基层农民带来
的新实惠和新收获。中央电视台，河
北燕赵都市报，邢台日报，邢台电视
台，南和电视台，南和报，优酷百度
网站都先后报道了他们热情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的先进事迹。

柳艳丽 女，1981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在内丘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从事宣传工作，“小马扎”宣讲小分
队队员。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作
为“小马扎”宣讲员，她认真学习了
解各类背景材料，研究最新理论动
向，仔细学习会议精神和专家解读，
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梳理出
来，结合惠民实际深入思考，不断深
化理解，夯实自己的理论功底。她还
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深入基层了解
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所盼，搞清群众
需要什么内容、什么形式的宣讲，以
此确定和调整宣讲重心。用群众语言
写出了《感恩伟大新时代，踏上美好
新征程》“小马扎”宣讲稿，该稿件
被邢台市委宣传部评为十九大宣讲优
秀稿件三等奖。除此之外，她为了让
群众更容易接受宣讲，组织了两支舞
蹈队，利用广场舞＋宣讲的新形式讲
解党的国家政策。

张东法 1941年出生，曾担任中
学专职音乐教师。2017年12月，积极
报名成为宁晋县“小马扎”基层宣讲
员，开始宣讲十九大精神。他主要采
用文艺形式宣传十九大，创作了十九
大的歌曲《北河庄我可爱的家乡》、
《十九大之歌》、《十九大颂》、《十九
大好》共计四首，还有魔术《十九大
精神》在讲解文艺和宣讲时穿插进
行，当魔术节目展示十九大标语观众
情绪高涨时，趁机朗诵讲解标语内
容，收到较好效果。他还抓住多种机
会宣传十九大，比如在老年人聚集的
地方，带上小音箱演唱十九大歌曲，
过年写对联《辞旧岁年温十九大，迎
新春瞻望双百年》，宣传讲解“双百
年”内容。甚至有做生意的如卖鸡蛋
的、卖菜的、卖豆腐的到他家门口
时，他就都会趁机开展宣讲，讲解党
的十九大精神。

秦成立 男，1978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任临西县摇鞍镇乡秦白地村
党支部书记，“小马扎”宣讲小分队
队员。十九大闭幕后，他踊跃报名参
加了摇鞍镇乡“小马扎”宣讲小分
队，从此带着马扎参加群众聚会是他
必不可少的行程。他与百姓面对面宣
讲、心贴心交流，拉一拉家常话，说
一说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他

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
“普通话”翻译成“家乡话”，这些举
措看似平常，却能使讲的过程轻松愉
悦，让听众觉得亲切自然。他走遍了
摇鞍镇乡52个村，每到一处都会深
入到百姓身边去，及时把十九大精
神、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
宣传出去，让广大群众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了解，让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家入户、入脑入心。

丁爱印 男，1950年出生，平乡
县武装部退休干部，“小马扎”宣讲
小分队队员。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为
更好地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他组织
丁周天村退休老干部成立了“小马
扎”宣讲小分队。他们走街串巷，在
集会上、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通
过讲故事、说快板、唱红色歌曲等喜
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特别是报告中老百姓关注的、
贴近民生的热点问题和政策，用群
众听得懂、能领会的方式，送到村
民家门口，入脑入心、落地落实。
为了更好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丁老师还带着他的团队借鉴学习东汪
镇东小汪村的老党员、退休教师杨树
平在研读十九大报告后创作的“三字
经”宣讲模式，大家在欢笑中领悟了
报告精神，并纷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点赞。

于丽 女，1982年出生，中共党
员，现任桥东区泉东街道办事处豫西
社区党支部书记，“小马扎”宣讲小
分队队员。她十分注重知识的学习，
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
策。党的十九大后，她组织成立社区

“小马扎”宣讲小分队，和其他小分
队成员一起收集、熟读各项方针政
策，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理解
其精髓与要义，用心准备讲解稿。她
理论联系实际，把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同群众实际相结合，以社区为依
托，开展社区道德讲堂、普法讲堂，
家长学校等，自己宣讲，同时聘请相
关人员讲课，讲一些群众所需求的，
并与小分队成员深入小区、公园、门
市等向群众宣讲，把党的政策传递给
每一个群众。同时依托党员联系群、
社区微信公众号，将党员教育与理论
宣讲工作结合起来。

陈祖波 男，1962年出生，中共
党员，临西县临西镇仓上村人，

“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员。党的十
九大会议后，他认真学习会议精神，
积极参加到“小马扎”宣讲队，仓上
村的文化广场是他宣传的“主阵
地”，每天行走在群众中，利用村民
锻炼身体休闲空隙，围坐在一起宣传
十九大精神，讲民生问题，讲怎样让
村民脱贫致富，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
来，达到小康水平，还讲到农村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问题。
在仓上娱乐中心门前，经常聚集一些
老年人，陈祖波就与他们围坐在一
起，宣传新农保参保养老金全国统
筹，得病治疗有新农合医疗保险服务
体系。围坐在一起拉家常，用口头语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简单易懂，群
众听后也感觉解渴过瘾。在宣传十九
大精神的同时，对村规民约、致富信
息、征兵工作等，他都按照文件精神
解读，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车荣坦 男，中共党员，现为临
西县吕寨镇政府科员，“小马扎”宣
讲小分队队员。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后，他采取面对面宣讲、广播宣讲
等宣传形式，身穿红马甲，带着小马
扎，看到村内哪里有聚集在一起的乡
亲们，就主动走过去，跟村民聊聊
天，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乡亲们讲一讲
党和国家的政策，讲一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讲一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涵，时而生动，时而幽
默，让乡亲们轻松愉悦的同时，又把
党的精神传达给了千家万户。他还不
遗余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为
村里拟定村规民约，并在多个村里挑
选德高望重的人成立红白理事会，推
动婚丧事简办。在他的宣传下，吕寨
镇涌现出越来越多零彩礼嫁女、红白
喜事不收取礼金的先进典型。

李玉荣 女，1969年出生，柏乡
县南滑二村民，柏乡县“小马扎”基
层宣讲员。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认真
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通过
网络、电视学习党的精神，广泛搜集
相关的信息资料，努力吃透所讲课题
的实质精髓，并与村内老党员一起讨
论、研究宣讲要点和方法。在宣讲

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宣讲内容从
本村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因人施
教。在集市、工厂和村民聚集地到处
都有她的身影。在宣讲中，注重见缝
插针，在下雨天，她利用村民在家休
息时间，入户进行宣讲；在幼儿园、
学校门前，利用家长等接孩子期间，
讲解党的政策和精神；在村小广场，
村里老年人不识字而且耳朵背，她就
带上扩音器坐下来，给他们慢慢地讲
解，获得老百姓的欢迎。

郭淼 男，邢台市柏乡县人，现
任柏乡县职教中心教师，“小马扎”
宣讲小分队队员。他在工作之余坚持
阅读各类报刊杂志，特别注重学习研
究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十九大召开
后，作为“小马扎”宣讲小分队一
员，深入基层开展宣讲，对当地群众
进行十九大精神解读。多次利用宣讲
活动和业余时间在基层进行十九大精
神的宣讲，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用群
众听得懂、感兴趣的草根语言讲给基
层群众，无论是在汉都盛景小区中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还是在牡丹小镇内
的十九大精神解读，都出色地完成了
组织上赋予的宣讲十九大的光荣任
务，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赵英娜 女，1978年出生，中共
党员，现任广宗县第一小学校长。她
时刻关注着党的理论创新，关注着党
的重大方针政策，关注国际国内时
事，特别是对十九大以来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更是精读深研，习近平总书
记的系列讲话，她更是手不释卷。她
在自己的课堂上实践了研讨式教学，
让学员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前学
员就对要学的理论知识有了一个大致
的了解，通过学员研讨，增加了对理
论问题的理解。对于到农村去讲课，
她更是轻车熟路，她了解群众喜欢听
什么，她总是用群众的语言去跟他们
讲解党的理论，课堂气氛也不拘谨，
群众随时可以就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
看法，发表不同的意见，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李海琴 女，1963年出生，平乡
县节固乡重义町村妇联主席，“小马
扎”基层宣讲员。为把党的政策、十
九大精神、文明新风、中华传统美
德、法律常识，宣传到群众中去，她
经常在爱心孝亲活动上讲，清晨广场
晨练时讲，晚上旗袍秀表演中讲，网
络平台上讲，走访群众炕头上讲，用
接地气的宣讲感染乡亲们。为更好地
加大宣传力度，不但她自己讲，还注
重向社会纳贤，挖掘人才，发挥人才
优势。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群
众，以多种形式，分不同层面进行宣
传，组织了“中华美德讲演队”、

“爱心公益演出队”等宣讲队伍。拉
近了党和群众的距离，使群众在欢乐
中学习党的政策，在学习中感受政府
的温暖。

王永琪 男，1948年出生，中共
党员，2008年退休。在巨鹿县积极
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身边故事，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一系列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深入民心，积
极宣传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服务中宣
传，在宣传中服务。努力学深学透十
八大、十九大以来一系列方针政策，
认真了解有关民生的一系列政策和落
地程序，仔细分析群众的实际困难和
思想情绪，对部分困难人群给予力所
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在服务中结合实
际较好地实现了宣传效果，据不完全
统计，集中宣传200场次，入户宣传
500多次，受众3000人次。下乡必带
三本书——《党章》、《宪法》、《弟子
规》，累计发放2000多册，受到了群
众欢迎。

姚婷婷 女，邢台市巨鹿县人，
从2017年11月至今担任巨鹿县教育系
统13支“小马扎”宣讲小分队的组
长。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该同志处
处以一个党的优秀宣传员严格要求自
己，不断提升宣讲能力。她十分注重
知识的更新，充分利用业余休息时
间，不断加强对十九大报告、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等内容的学习，学习
领会和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注重政治理论水平的提
高。作为县教育系统的一名宣讲员，
面对的多数是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一
线教师、学生家长、学生，为了掌握
他们想听什么、最迫切关注什么，她
经常利用宣讲之际和业余时间深入教
学一线、深入乡镇学校、深入田间地
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真

实想法和宣讲需求，坐马扎、唠家
常，通过短小精干的“微宣讲”、“家
常话”诠释“大道理”，收到了较好
的宣传效果。

任腾飞 男，1991年出生，市开
发区留村镇后大流村人，沙河城镇十
里铺村大学生村官，“小马扎”宣讲
小分队队员。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
后，他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阅读各类报刊杂志，学习领
会和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
针、政策，使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得到
了提高。他为了宣讲能接地气，收
集、熟读各项便民政策，将村民们最
关心的问题分门别类，将贴近百姓
的政策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村民
讲解，让枯燥的理论宣讲变成村民
了解党的好政策的好课堂。一年来，
他积极投身十九大精神宣传工作，深
入基层开展宣讲100余场次，出色地
完成了组织上安排基层宣讲员的光荣
任务。

柴玉武 男，1954年出生，中共
党员，市开发区王快镇西楼下社区干
部，“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员。作
为党的理论宣讲工作人员，他善于理
论联系实际，把党的理论、方针、政
策同群众实际相结合，他认为理论只
有走近群众、贴近群众，才能被群众
接受。同时，他也是西楼下社区一名
居民，他掌握群众想听什么、最迫切
关注什么，了解农民群众的真实想法
和宣讲需求。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和全
国“两会”召开以来，他经常深入田
间地头、社区家中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用草根化、群众听得懂、感兴趣
的语言将党的十九大和全国“两会”
精神讲给基层群众，收到了较好的宣
传效果。同时，该同志编写了“六个
老汉学报告”，组织社区党员、群众
编演了表演唱，并积极参加镇级宣传
十九大文艺演出活动，赢得了父老乡
亲们的喜爱与称赞。

孟祥五 男，中共党员，宁晋县
大陆村镇赵中村人，村民小组红白理
事会会长、“小马扎”宣讲小分队的
队员。十九大胜利召开后，他认真学
习了会议精神，还组织村民学习，让
党的政策第一时间在农村普及。在宣
传政策的同时，环境保护、安全生
产、土地治理、新农合、新农保参
保、征兵工作、人口普查工作等，他
都按照文件精神解读，取得良好的宣
传效果。他在平日里充分发挥村红
白理事会会长的便利条件，在乡亲
们中间积极宣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和传统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大家崇尚
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家教，爱国爱
家，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团结友
善。孟祥五还积极倡导红事新办、丧
事简办，为事主们减轻了负担，也弘
扬了社会新风。

史书秀 女，1966年出生，中共
党员，桥东区大梁庄乡辛庄社区双委
委员。自2017年 10月以来，吸纳老
党员、老教师、文化能人、公益志愿
者、致富带头人、村两委班子成员组
成党的十九大精神“小马扎”宣讲小
分队，充分利用党员会、晨练、广场
舞锻炼等时机，采取面对面、入户走
访、集中会议等宣讲形式，走到街
头，走进社区，走向广场，通过大喇
叭、宣传单、贴标语等，宣传十九大
的惠民政策，宣讲党的十九大会议精
神，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
实，推动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在社区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

王铮 女，1987年出生，中共党
员，现任邢台县南石门镇人民政府宣
传委员、“小马扎”宣讲小分队队
员。自担任乡镇宣传委员以来，她多
次参加重要的宣讲任务，努力吃透所
讲课题的实质精髓，反复斟酌一些内
容细节，研究讲课要点和方法，从南
石门镇32个行政村搜集百姓反馈意
见，为下次宣讲授课积累实践依据。
她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不断加强自
身理论修养，坚持阅读各类报刊杂
志，学习领会和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
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习，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把
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同群众实际相
结合，把宣讲内容同听课对象相结
合，从实际出发，分析听课的对象，
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所以她的宣讲
总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听课者
很容易听明白，她的宣讲也受到了乡
亲们的一致好评。

我市30名“最美基层宣讲员”事迹简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时代新人培树工程，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时代新

人的浓厚氛围，按照《2018年“最美邢台人”推选展示活动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市委宣传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最美基层宣讲员”推选

展示活动。经过各县市区广泛推荐，层层筛选，最终推选出30名长期工作在乡村、社区等基层一线，善于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弘扬传播社会正气的“最美基层宣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