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党组织简介

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现有党员 500 多名，占会员总数的

百分之十三，分布在瑞安全市的基层单位和农村各地，使全

体党员能在协会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起桥梁纽带作

用，本协会于 2014 年 7 月 5 日建立了“中共瑞安市武术运

动协会支部委员会”。

几年来，本支部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路线、方针、

政策，严格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在政治上始终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加强党的组织

建设、政治建设。积极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増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了自身建设，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敢于担当，支持和保证协

会依法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协会

规范化建设！同时，严把党员入口关，大力发展培养人才，

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和考察，现已发展新党员

3 名，预备党员 1 名，考察培养对象 2 名，入党积极分子约

干名！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

地址：仓前街 134 号 8 号楼



2019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共同庆祝祖国七

十华诞，在这特殊的岁月里，我们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党支部，在市

旅游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社会组织联合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能始终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继续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坚

持“三会一课”制度，凝心聚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勤政廉政，严

把党员入口关，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积

极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一年里接收预备党员一名，

确定发展对象一名，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对象二名，更加使支部能

充满生机和活力。

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党支部的

战斗力和凝聚力，今年 4月份、10 月份连续俩次组织 30多名党员分

别赴江西南昌、井冈山、庐山、奉化溪口、绍兴柯岩，开展一次全面

党性教育活动（红色之旅）！使全体党员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走进新时代，抢抓新机遇，续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牢固树立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认真履行党员应尽的权利和义务，为

不断提高支部党员的战斗力、凝聚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20190123 党支部组织走访老区林川镇上园村木庄堂，老党员、

老武术家马宝林先生。



20190216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党支部生活会暨瑞安市

武术运动协会第二届十八次会长。



20190321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生活会。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南昌/井冈山/庐山



丰富协会支部文化生活，开发协会会员新天气象：

展望山河发展壮丽美景，体验先烈奋斗忠勇担当。

协会党支部委员与会员一行 20位，参观游览了南昌起义的光辉

历史篇章—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

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赴革命摇篮—井冈山游览革命烈士陵

园，远观井冈山五指峰又名井冈山主峰，因山峰并列如五指而得名。

犹如一轮明月映照在茫茫云海之中，为主峰景区增添了迷人色彩；参

观碑林；参观雕塑园（由 20位井冈山革命斗争期间的革命人物的塑

像组成，如毛主席、朱德、贺子珍等人）；参观革命纪念碑，后继续

游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主要担负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陈列展览、宣

传井冈山精神、管理保护井冈山革命纪念地旧居遗址等职责。游览革

命奇观纪念地—黄洋界哨口，观云海险峰、大荷树、朱德挑量歇脚、

五大哨口之一，1928 年 8 月敌军四团攻击该地，我军兵力只有 1 个

营，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毛主席专门写了《西江月.井冈山》纪念；

大井毛主席同志旧居，1927.10.24 毛主席来到井冈山第一个住所，

房前有“读书石”，房后有两棵“神奇树”同中国的命运关系荣辱与

共；小井红军医院：著名的张志清师长献盐的故事就发生在此。

赴自古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的---庐山，后游览毛主席笔

下无限风光在-险峰，蒋介石和美国 5 星上将马歇尔曾就国共合作的-

谈判台旧址、天生一个-仙人洞、蒋介石和毛主席都共同合影过的地

方-庐山石松、毛主席在庐山真正唯一照过相的-仙人洞正门：左右对

联“仙踪缈黄鹤”“人事忆白莲”。参观庐山会议旧址：中共中央曾在



这里召开过三次重要会议，同时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庐山抗战博物馆，为原庐山图书馆旧址，由著名抗战将领、百岁将军

吕正操题写。游览美庐别墅，它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的旧居，蒋

介石亲自命名为“美庐”。毛泽东在庐山期间曾住过的地方，芦林 1

号-毛泽东旧居，参观毛泽东诗碑园。

大家领略到光山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大家不停地感叹：山河发展

壮丽景观，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的笑容。党员们怀着敬仰的心情，

聆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大家在缅怀革命先烈

丰功伟绩的同时，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坚

定信念。团队结束愉快红色之旅后，大家纷纷表示会继承革命先烈遗

志，牢记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

二 0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20190411 南昌八一纪念馆

20190411 南昌滕王阁

20190412 井冈山



20190412 黄垟界

20190412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190412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190413 庐山花经



20190413 庐山花经

2019041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旧址



20190521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会议

20190521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会议



20190613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613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613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613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613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71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2019071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2019071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20190807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会议

20190808 中共瑞安

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

会，参加志愿者活动。



2019091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2019091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20191006 倍同李先生一起参观国旗馆

20191006 倍同李先生一起参观国旗馆



20191006 倍同李先生一起参观国旗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瑞安市国旗教育馆

10 月 9 日上午，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及协会全体班子成员一行来到西山，瑞安市国旗教育馆。据了解，

该国旗教育馆以“天圆地方、天瑞地安，鼎盛中华、红旗飘扬”

为设计主题，展馆共有 4 层，分序厅、尾厅、附属厅和四个主题

厅——国旗诞生厅、国旗知识厅、国旗荣耀厅、瑞安发展厅。此

外，馆内还有从国家博物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制的共 36 件馆藏

品，包括展陈照片、文件、影像资料等，并制作了 40 余件实

物模型，国旗教育馆现有藏品和展品近百件。

国旗设计者瑞安人——曾联松,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当

年在 2992 幅图案中脱颖而出。在介绍国旗诞生的来龙去脉及曾

联松与国旗之间的不解之缘，“国旗单一、内容丰富”，让国旗

故事深入人心。

“镇馆之宝”——编号 2019-0046 国旗，它曾在 2019 年 5

月 10日至 5月 12日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杆悬挂使用，也正是 1949

年 5月 10 日成为瑞安永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

努力,瑞安县城终于和平解放。



2019100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2019100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瑞安市西山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7 年初，1982 年扩建，1991 年进行重建，占

地 11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1993 年 11 月 26 日竣工。

重建后的烈士陵园主体建筑有:梯形烈士墓，计有 120 个墓穴，现

安放着 96位烈士忠骨。有毛泽东手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烈士纪念碑，高 14.5 米，碑体上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题写的"

瑞安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镏金大字。

"瑞安烈士陵园"门前有一对大石狮。石牌楼两侧石柱有副对联:"

瑞城育英灵长夜血碧;安邦仗劲旅花朝日红"。

北首建有烈士碑廊，用黑色花岗岩石镌刻着碑记和英烈名单。东

侧是陈列馆，展出瑞安人民革命史。馆展内容分四个革命时期，展出

革命先烈有关领导人活动图片、历史文物、史料、烈士遗物等。其中，

有大革命时期温州地区的学运先驱蔡雄烈士、瑞安建党领导人林去病

烈士、浙江省委常委郑馨烈士、重建瑞安党组织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烈士及原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原瑞安县委书记程美兴等领导人的照片

与有关革命活动的事迹。

1998 年被列为温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 年被评为瑞安市文

明单位，2002 年被评为浙江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为我

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91009 中共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支部委员会组织生活会



瑞安市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

瑞安市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是全国首家民办抗美援朝历史教育

馆。全馆占地面积近 1300 平米，其中室内展馆面积 600 平米。馆藏

图片 1100 多副，实物近 200 多件。其中有国防部特批、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装备部赠送的“歼 8E”战斗机和国家二级文物,曾参加朝鲜战

争的，两门由丹东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赠送的“三七型”高炮格外珍

贵。

馆藏图片大部分由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赠送或复制，多方面全角

度回顾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图片真实清晰、事迹感人，展现了我

志愿军战士伟大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

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现已成为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浙江省党史

教育基地、瑞安市爱国主义教育。



瑞安市武术运动协会党支部，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让全体党员干部在精神洗礼中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使命担当！现决定于 10

月 9日上午，组织全体党员及协会全体班子成员，到瑞安西山国旗教

育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瑞安革命烈士

陵园（纪念碑）”；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抗美援朝历史教育馆”。

开展一次全面的主题教育活动，让我们一起开启初心之旅！重温历史，

缅怀先烈，激发干劲，感悟初心，重温追梦历程，在纪念中砥砺前行！

20191129“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日活动

瑞安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党支部









20191129 瑞安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党支部

20191130 中共市武协支部组织生活会



20191208 中共市武协支部组织生活会暨党员民生生活会

20191208 中共市武协支部组织生活会暨党员民生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