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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红色经典 追忆初心印记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 近日，开发区“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红色经典诵读会在科创园举
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蒋新
兰、赵明富及机关、村 （社
区）代表和开发区作协、诗词
协会部分会员参加活动，并特
别邀请了市委宣传部印刷出版

和电影管理科科长丁继亮。
诵读会在开发区实验学校

老师王红霞庄严而又深情的诵
读声中拉开序幕，她与大家分
享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号召青年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吃苦耐劳精神，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励志成才；党员
干部们锤炼党性、提升素质。

“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还是
来自于周恩来总理抱病工作、
鞠躬尽瘁的精神。”车站社区
党委书记胡小锁在读完《周恩
来最后 600 天》 这本书后表
示：“虽然我已经为社区工作
快 40 年，但是这仍然不足
够，我现在身体健康，年龄也
还不大，理应继续为社区的发
展奉献自己的能量，为社区的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作出自己的
贡献，兑现我作为一个共产党
人的承诺，这是学周恩来精
神，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要求。”

高楼社区党委书记丁金平
感慨，通过认真阅读《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他接
受了一次全面的党性修养和心
灵的洗礼，进一步激发了他立
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的激情，
增强了担当意识和服务意识。
联观村党委书记邵金风同样有
感而发，她说：“作为一名农
村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自己
的工作，更应该实事求是，干
在实处，体会总书记对人民的
情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要结合本村因地制宜，
使村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做一名新时代有
担当、有作为的村书记。”

活动中，大家纷纷深情诵
读红色经典名篇佳作，并一起
放声歌唱主旋律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春天的故事》，追忆
初心、担当使命、砥砺前行。

开发区纪工委管双燕带来
的 《周恩来最后 600 天》，讲
述了一代伟人周总理从患病、
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
依然顽强地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进行斗争，并逐步推举邓小平
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
位。大家从周总理的事迹中，
感受到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
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
量。开发区实验学校老师徐林
鹏推荐的《战上海》，讲述了
70年前我党以强大的理想信念
和政治智慧、依靠广大群众解
放大上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风

采，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够战胜国民党。开发区城管
局园林处周甜诵读的《诞生：
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让大
家清楚明白了新中国从萌芽、
发育，到成型、诞生的过程，
这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
彩，共和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
露。开发区实验学校老师曹敏
娟带来的《青春之歌》，是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
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
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市诗词协
会理事、开发区作协副秘书长
顾俊叶的带领下，大家一起走
进了《平凡的世界》。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红
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开发区
组织人事局许丹对红军长征作
一个全景式的解读，让大家了
解长征，读懂长征。开发区组
织人事局团工委书记王晶分享
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
她的诵读下，大家仿似重回那
个时代，体验土改时期的乡村
生活。

读《周恩来 最后600天》有感
——以恩来精神为镜 细照笃行
开发区司法所 朱帆

《周恩来 最后 600 天》
这本书讲述了周总理从患病
到离世，经历的近 600 天艰
难支撑危局的政治苦旅，由
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在生命
的最后时光里，他做过大小
手术 13次，在医院接待外宾
60 多次，外出工作 10 多次。
他抱病履职，鞠躬尽瘁，一
直坚持到生命停止呼吸的那
一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
动的刻画了许多感人的瞬
间，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二。

在西花厅有个不成文的
规矩，任何人不得提出和周恩
来合影。连跟随周恩来多年
的卫士也只出现在工作镜头
中，没有一张单独与周恩来的
合影。1973年5月，在从广东
回来的专机上，身边的工作人
员遇到了一件他们想也不敢
想的事，总理居然主动提出和
他们合影留念。周恩来的摄
影记者，看给大家拍得差不多
了，准备收机器，周恩来却冲
他摆摆手，“老杜，你还没有照
呢？”总理的提醒使得他这个
从不在镜头中出现的人有了
一张与总理握手的合影。后
来大家才知道，周恩来估计自
己所剩时间不多，才有意识地
提出和大家合影。大家一想
到周总理自己身患重病，却对
大家心里的愿望体察入微，都
忍不住要落下眼泪。

1973 年 6 月的北京。一
直工作的周恩来已经三十多
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秘书提醒
他说：“还剩十四分钟。”读到
这儿，我想总理会利用这十几

分钟眯上一会儿吧。而周总
理只应了一声：“我还要剃个
胡子，参加外事活动。”如此疲
惫不堪的周总理仍要继续工
作，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啊。周
总理去卫生间剃胡子，秘书不
放心便去看看。结果，只见总
理左手拎一条毛巾，右手握着
一个刮胡刀睡着了。他显得
那么瘦弱那么疲劳。秘书强
忍住抽泣，怕惊醒了睡梦中的
周总理。

阅读中我一次次被恩来
总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
病魔抗争的顽强毅力以及对
身边人的体贴关心所感动，他
对工作高度的负责和投入也
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后
续照管，直白点讲就是监管从
强戒所释放的吸毒人员。作
为一个初出社会的女性工作
者，说实话我是害怕的，不自
觉的有些抵触。这些情绪直
接导致了我在与刑释人员接
触交流时产生了一些障碍，我
想到了周总理，他毕生鞠躬尽
瘁为人民，才有后来的十里长
街送总理。只有投入真心、
耐心和细心，才能摸索出因
人制宜的工作方法。

我的后续照管对象杨
某，父母早逝，离异。强戒
回来后自己带着女儿生活。
刚回来时经济很困难，经济
困难，孩子连幼儿园也上不
起，我积极帮他联系民政部
门，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
题，在省厅有针对特殊人群
的政策时，我为符合条件的
他争取到了扶助金。我一路

看着他经历了找工作的不
顺，后来自主创业，再到现
在在海南拓展业务，生活一
步步走上正轨。再回想起初
他来我这儿报道时，问到他
的工作生活，都回答得很敷
衍。之后每次面谈、每次电
话回访我都会多问两句，在
他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
出出主意，在他工作失利的
时候鼓励他，慢慢地他也仿
佛把我当做了朋友去倾诉。
有次电话，他忽然特别郑重
对我说：“除了我父亲，最关
心我的人就是你了，真的很
感谢你。”当时我情绪很复
杂，很感动也很温暖，我把
它看做对我工作的认可。

如果说，法律工作是这
个世界的光明，代表整个社
会的良心，却往往站在阴影
下直面最多的罪恶。那么，

我认为，后续照管工作就恰
好位于边界地带，是一个缓
冲区，它自然在光明处呼唤
正义、惩治犯罪，但同时，
也不忘回头关注那些阴影下
误入歧途的人们，帮助他们
改正错误、重拾善良。未来
的工作中，我也会继续以恩
来精神为镜，细照笃行。带
着法律的威严和人性的温
情，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诞生》是一部有力度、有分
量的著作。作者截取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诞生前10个月的历史，是非
常重要与关键的一段。从“打天
下”到“坐天下”，从救国到建国，从
夺取政权到建设政权，从枪炮战争
转向经济建设，在这些伟大的转折
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形势、
新的任务，不断走向胜利。

书中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我
印象非常深刻，描述了一位叫李
岩的年轻人通过设计自动升降装
置解决了典礼升旗仪式尴尬的情
况。在一个不容有失的场合临时
设计这样一套装置，连周总理都
不是很放心，但李岩凭着在战时
积累的工作经验和自学成才的技
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样的人
和事在 1949年不胜枚举，有在淮
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立
下赫赫战功的青年将士们，有在
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
都、纪元确定过程中出谋划策的
文人墨客们，有在新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会上侃侃而谈的各党派精
英们，他们以及在 70年中不断涌
现的青年才俊们奠定了中国梦的
基础。

正是有了这样的先行示范，
我们党才能领导亿万人民经过 70
年的艰辛创业，70年的砥砺奋进，
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员，更应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自
己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奋进，做好自
己工作的同时勇于创新，将青春热
血奉献于园林事业，为提升人民
生活大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新城
区而不断努力。

读《诞生：共和国孕
育的十个月》有感
开发区园林处 周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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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湖社区开展党性教育锦湖社区开展党性教育

近日，锦湖社区党员干部20余人来到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参
观学习，实地接受党性教育。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纪念馆陈列展
品，认真聆听了生动讲解，全面详细了解“运筹丹阳城、决胜大上
海、不朽的丰碑”三个阶段的真实情况。随后，党员们面对党旗，
举起右手，重温了入党誓词。（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杰 摄）

13开发区专刊·社区新闻2019年11月4日 星期一
编辑：蒋玉 组版：殷霞 校对：姚磊

荆林村党建工作招招出实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王樱）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
乡村振兴便会蹄疾步稳。今年
以来，开发区荆林村在党建工作
中，结合实际拿出了“实招”。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日前，荆林
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村“两新”组织联合
党支部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活动指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铭记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是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
本动力。接下来，荆林村还会陆
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努力把“初心”和
“使命”贯穿到各个环节，覆盖到
各个方面，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当
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
定坚实基础。

活动中，荆林村党委书记胡
佳平领学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全体人员观看了视频并集中交
流了心得体会。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为贯彻落实推动警示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近日，荆林村组织全体工作
人员学习了《基层工作人员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汇编》。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强化警示震
慑，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通过学
习，大家的思想信念得到了进一

步提高，政治意识、纪律规矩得
到了进一步深化。今后工作中，
荆林村将时刻以反面典型案例
为镜，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坚持
严于律己，自觉抵制各种不良风
气侵袭和诱惑，自觉接受党和人
民群众的监督，带头做好廉政表
率，履行好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
员应尽的职责，自觉维护基层工
作人员的形象。

“一元捐赠”献爱心

为了帮助建档立卡户解决
一些实际生活困难，近日，荆林
村组织开展了“一元捐赠，一份
爱心”活动，村组干部、村委会工
作人员、种田大户等都掏出了身
上的现金踊跃参与了此次活动。

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人
类千百年来的共同梦想；助人为
乐，患难相扶是社会发展的时代
风尚。此次开展“一元捐”活动

号召大家积小善成大善，主动向
困难群众献出爱心，以实际行动
帮扶贫困群体改善生活。

部署秋收秋种暨秸秆禁烧
工作

2019年秋收秋种已经开始，
秸秆禁烧工作进入了关键时
刻。日前，荆林村开展秋收秋种
暨秸秆禁烧工作会，全体村组干
部、种田大户和垃圾清运工参加
了此次会议。

为了更好地将“秸秆禁烧”
宣传到位，荆林村专门成立了以
村党委书记任组长、农业主任任
副组长、所有村组干部为成员的

“秸秆禁烧”领导小组，并在永兴
片和三城片成立了秸秆禁烧巡
逻队，深入田间地头，日夜开展
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火点，立
即扑灭并上报，争取做到“不着
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见一处

斑”。同时，利用广播、横幅、电
子屏等方式开展多方面宣传，营
造浓厚的秸秆禁烧氛围，切实增
强人们秸秆禁烧的意识，争取做
到秸秆禁烧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

全面清除“加拿大一枝黄
花”

当前正值“一枝黄花”的盛
花期，也是防除的最佳时期。为
控制“加拿大一枝黄花”扩散生
长，10月 18日开始，荆林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开展“加拿大一枝黄花”
清除行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拔
除、焚烧、使用药剂等方式，集中
对“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了防
治，遏制“一枝黄花”快速蔓延生
长，有效保护了荆林村生态环
境。

图片新闻

大泊社区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

日前，大泊社区医务室开
展“全民健康 和谐生活”知识
讲座，倡导老年人尤其是“三
高人群”摒弃不良的生活习
惯，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
者和受益者，预防疾病的发
生；从自己做起，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情平静，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享受幸
福生活。（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刘琦 摄）

毛家社区学习
“亚夫精神”

近日，毛家社区党委开展
“亚夫精神在传承”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各支部委员参观赵
亚夫事迹馆，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通过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立
足本职，勤奋工作，进一步增
强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用实际行动发扬“亚夫精
神”。（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眭
建芳 摄）

联观村开展扶贫
日宣传

为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扶贫日活动，日前，
联观村在各自然村醒目位置
悬挂扶贫横幅，营造浓厚的宣
传氛围。同时，志愿者向村民
宣传活动的目的和重要意义，
动员村民尤其是党员同志参
与“一元捐款，一份爱心”扶贫
日活动，以实际行动体现党员
的先进性。（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张韦 摄）

为切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增强社区
全体人员守初心、担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信念，日前，车站社
区全体工作人员和部分党员集体来到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瞻仰
学习。（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镇南村缅怀先烈学楷模镇南村缅怀先烈学楷模

为了激励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村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日前，镇南村党委组织党员开展红色之旅，在
夏霖革命烈士墓，大家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赵亚夫
事迹展示馆，切身感受赵亚夫同志不忘初心、服务为民的先进事
迹。（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车站社区接受车站社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