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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学习笔谈·广告

以历久弥坚的百年初心
谱人社事业的发展新篇

“就这样，我妻子自
从管了这件
‘闲事’
后，
虽
然比以往忙了许多，
但饭
馆的人气逐渐旺了起
来。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锐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鼓舞人心、提振干劲，为我们生
动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也更加坚定了我
们践行初心使命、全心全意情系民
生福祉的信念，坚定了我们负重奋
进、尽心尽力谱写人社事业发展新
篇的决心。
百年征程筚路蓝缕，百年党史
波澜壮阔。从曾经的 50 多名中共
党员，到如今成为拥有 9000 多万名
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嘉兴
南湖的一叶扁舟，到万众瞩目的万
里神州；
从曾经的积贫积弱，到如今
的国运蒸腾。这都是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
兴的伟大梦想，秉持对党的一颗赤
诚之心、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血
而不断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所开创
出的美好盛世。作为一名有着 23

年党龄的党员，我将赓续这份精神
血脉，时时叩问初心、刻刻擦亮心
镜，不论走得多远，
都始终牢记自己
来时的道路与方向；作为一名基层
人社干部，在开启“十四五”新征程
之际，我将以勇担使命、敢为人先的
精神意志，以发展民生、保障民生的
实际成效，践行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的铮铮誓言。
守初心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总书记说：
“ 中国共产党一经
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
一百年前，中华大地山河破碎、
生灵涂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们为民忧、为民愤、为民呼，肩负起
了救民众于水火的历史重任；一百
年后，中华大地山川秀美、繁荣昌
盛，作为新时期的人社干部，我们践
行人社为民、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为民想、为民谋、为民做。为缓解疫
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主动作为，

力促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为不断提
升群众生活幸福感，我们加大鼓励
扶持力度，全力推进符合条件的城
乡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
持续放大人才引育格局，我们服务
发展，坚持将人才工作放在突出位
置；
为保证劳动关系总体和谐，我们
开辟“绿色维权通道”、提升争议化
解能力，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我们
将始终厚植民生情怀，把
“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践行群众工作
的源头活水，把“群众满不满意、高
不高兴”作为衡量群众工作好坏的
标准，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空谈。
“经
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
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
上的庄严宣告，令人振奋。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通州人社在新形势下踏上新征
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意识引领，始终围绕
“民生为
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紧紧围绕

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落实就业政策、
保障重点群体、加强就业服务、稳住市
场主体、强化技能培训，力促就业创业
实现新提升；紧紧围绕人才强国这个
重大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
才载体服务、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力促
人才引培实现新突破；紧紧围绕社会
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稳步推
进社保扩面、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有效
加强基金监管，力促社保工作取得新
进步；紧紧围绕共同富裕这个奋斗目
标，深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企业
工资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根治欠薪工
作力度，力促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区人民，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贡献人社力量。我们将继续以“我为
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契机，坚决贯
彻执行总书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的殷殷嘱托，立足本职、真抓
实干，确保人社各项目标任务稳步推
进，以扎实的工作成效，践行为民百年
初心。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今日之盛世，
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奉
献和奋斗。百年党史蕴藏着催人奋进
的强大力量，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通州人社将继续脚
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新长
征”
的
“赶考之路”
，
以历久弥坚的百年
初心，谱写人社事业的发展新篇章！

“我知道，我们的心总是在一起的，一齐携手写出更美的文字，又共同热爱着生活的美好。”

共赴人间烟火
丛梦颖
吃是一件俗气而又温暖的事。
人而为人，进化出了敏锐的嗅觉和
味觉，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谁都不过
是凡尘中的饮食男女。出走半生，
最贪恋的，不过晨起共啜一锅小米
热粥，下班后同食一桌家常便饭，家
之所以为家，爱之所以生爱，皆与吃
有关。
你说，你偏爱面食。曾与你开
玩笑说，以后有钱了就开一家面馆，
招牌就写“见你一面”。给你终身免
费的会员，任你四季天天三顿打卡
报到，直到把小店吃垮。
可竟与你素未谋面。我想象过
无数次与你相遇的场景，也列出过
长长的愿望清单，第一项是与你见
面，第二项便是同你吃面。
不知你爱宽面还是细面？爱宽
面，就带你吃陕西的裤带面，要与你

不顾形象地大嚼特嚼，让那葱姜蒜
就着面在唇舌间充分研磨，丝丝入
味，口齿生津。爱细面，就带你吃苏
州的奥灶面，一根根细如龙须，一筷
子下去要绕上好几绕，方将滑爽的
面条齐齐送入口中。不知你爱汤面
还是拌面？爱汤面，就带你吃东台
的鱼汤面，不加一勺味精，白白香香
的汤水就鲜掉了下巴，撒上一点点
葱花提味，撒上几许白胡椒去腥，热
热乎乎地一口下去，暖遍你的胃、身
和全部的心。爱拌面，就带你吃山
西的打卤面，刚起锅的面条粗细恰
好，盖上精心调制、风味绝佳的卤
头，管你爱西红柿鸡蛋还是酸菜肉
末，都是稠而不腻，必须我亲手为你
搅开拌匀，卤头也是不多不少，刚刚
好一碗，保管你吃个精光。不知你
爱机器压制好的整齐的面条还是筋

道十足的人工手擀面，抑或是快速
上手的速食方便面？不知你爱冒着
腾腾雾气的热面还是爽口清凉的冷
面……
其实我并不热衷面食，总觉得
米面糖类的精致碳水只会叫人短暂
快乐而头脑昏沉。但自从知道你爱
吃面条，我便开始一一打卡周遭的
面馆，记下所有好吃的馆子，在心里
画下一幅小镇的面条美食地图。我
开始知道，简单的食材竟有那么多
的做法、那么多的花样，就像汪曾祺
所 说“ 中 国 的 面 条 可 是 一 个 大 家
族”！我可不止要同你吃遍中华天
南海北面食，拉面、扯面、挂面、捞
面、烩面、焖面、炒面、刀削面、担担
面、热干面、锅盖面……我还要与你
一同吃那些异域美食，韩国的泡菜
辛拉面、日本的海鲜乌冬面、泰国的

五宝龙虾面、印尼的牛肉丸面、意大
利面、马来炒面……统统不能错过。
其实，我问过你很多次关于面
条的偏好，好计划我首次为君洗手
做羹汤的目标。你只说，只要是我
做的，哪怕一碗清水煮白面，也是人
间最好的滋味。我心想这哪儿成
啊，好歹也得加个鸡蛋吧。
但至今，我们仍没有见过，连遥
望的背影都不曾有。我搅动着眼下
的面条，向空无一人的对座举起茶
碗，嘿，共饮一杯无？相见是一件需
要缘分的事，也许很快，就在明天，
也许很久，需要来世。我知道，我们
的心总是在一起的，一齐携手写出
更美的文字，又共同热爱着生活的
美好。
若有机会，请同我共赴人间烟
火吧，就从一碗简单的面条开始。

“管闲事”
管来好生意
杨汉祥
这几年，我妻子在自家附
虽然自己稍稍麻烦一些，但对
近开了个小饭馆，因为地理位
他们来说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
置不佳，生意一直不怎么好。 的难题，所以她马上应答道：
虽说旁边紧靠着一家不小的私 “行啊，没问题！”
营工厂，但与小饭馆大门紧靠
这几位工人来饭馆取快递
的只是这家工厂的后门，工人
的事被厂里其他工友们知道
们平时上下班一般不走后门， 了，没过多久，又有几位工人
所以，这厂里也很少有职工过
也摸到小饭馆里，并吞呑吐吐
来光顾饭馆生意。
地提出帮他们代收快递的想
年初的一天上午，一位男
法。看着这些淳朴的年轻人，
青年走进饭馆和我妻子商量： 我妻子心里觉得这些外地人打
“阿姨，我是送快递的，有几个
工不容易，能帮就帮他们一
包裹是旁边这家厂里的工人
把，而且厂里网购的工人一定
的，刚才打电话叫他们来取， 不止他们，自己何不把好事做
他们说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暂
到底。所以她不但答应了他们
时出不来，厂里新来的门卫不
的请求，同时还对他们说：
“如
知为啥又不让寄放与转交。我
果厂里其他工人要代收快递，
转了一圈，觉得你这儿离厂
你们给转告一下，我一并帮
近，所以想先把包裹寄放在你
忙。”这几位工人一听非常惊
这儿，我发短信让他们下班后
喜，连忙一个劲地道谢，其中
来取行吗？”店里两位服务员认
一位工人还说：
“阿姨，您这人
为小店人手紧，劝我妻子不要
真好，我们也代工友们谢谢
管这闲事。我妻子知道她俩说
您。”
的是事实，但看到这位快递小
打那以后，厂里的不少工
哥一脸的无奈与期盼，她心一
人都干脆把快递接收地址写成
软就答应了。
饭馆，许多快递小哥也习惯把
中午时分，几位年轻人果
工人的快递送到饭馆来。就这
然从厂后门走过来，接着进了
样，妻子自从管了这件“闲
饭馆说是来取快递的。我妻子
事”后，虽然比以往忙了许
跟他们核对身份后，将包裹给
多，但饭馆的人气逐渐旺了起
了他们。事情办完后这几位年
来。后来厂里不少没有网购的
轻人没有马上走，而是跟我妻
工人也知道了这个小饭馆，而
子闲聊起来，说他们几个都是
且饭馆的老板娘人好、饭菜又
从外地来打工的，以前从没来
实惠，也经常赶过来吃饭搭
过厂后门，没想到这儿竟有这
伙。再后来厂里的一些单身工
么一个既干净又时尚的小饭
人干脆每天在饭馆订早餐与晚
馆，更没想到饭馆里有这么一
餐，所以小饭馆的生意更加兴
位热心助人的老板娘……聊着
旺了。当然，管“闲事”能给
聊着，其中一位姑娘问：“阿
小饭馆带来如此好的生意，这
姨，以后要是我们有快递再放
是妻子当初没有想到的。
您这儿行吗？”妻子心想，这样

停电公告
9 月 27 日 06:30- 16:00
10kV 园区线 天后宫村、天
虹银海、路灯变、瑞诚物流、继
忠制造、瑞诚船舶、铁塔、金
牛、继忠港口、东恩建材、金德
钢结构、永盛混凝土

9 月 29 日 06:30- 16:00
10kV 圩村线 袁三圩村、张
大圩村、香官圩村
9 月 30 日 06:30- 16:00
10kV 任口线 牡丹村、高恒
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