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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上午，我端坐在电视机
前，认真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全程心潮澎湃、热血
沸腾。

当我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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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激 动 不 已 。 共 产
党，一百岁了，做成了这么大的事
业，让 14 亿多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
小康日子，真不容易。我由衷地赞
叹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丰功伟
绩，我为自己的祖国强大而自豪，我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
自豪，我为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而自豪，我也为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而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百年
奋斗，就是为了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了这个伟大目标，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
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实
现了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当我听到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时，我又一次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我坚信，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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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建党精神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一定会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到对
外政策和台湾问题时，态度坚决，语
气坚定。当他说到“中国人民也绝不
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
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
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
前碰得头破血流。”“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时，我再一次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当年毛主席说的两句话，让我坚信中
国人民是真的站了起来。一句是“帝
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讲话表明，谁也阻挡不了我们解决台
湾问题，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完成祖国
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说句心里话，
祖 国 统 一 是 我 们 这 些 老 人 的 最 大
心愿，也是我们最牵挂的国家大事。
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借仿南宋爱国
主义诗人陆游的诗，嘱托我的女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两岸同。
王师东定台湾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体现了祖国统一
的决心，我们可以放心了。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少年的
成长，他多次指出“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习近平
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寄语广大
青少年要“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七
一”讲话中再一次讲到“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时，我更是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我虽然不是青年了，但我
还在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我和广大

“五老”从事的正是培养和塑造青少
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事业。7月
2 日下午，我市首届“童心向党·红色
故事我来讲”演讲大赛总决赛举行，当
选手响亮地喊出“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口号时，全场掌声雷动。正是祖国
的强大，使得我们的青少年志气高了、
骨气硬了、底气足了。我和广大“五
老”要把晚年余热奉献给关心下一代
工作，用责任和爱心书写精彩的晚年。

（作者系市人大原副主任，市关
工委主任）

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心得体会

李晓红

一到暑假，学生安全问题“又
上心头”。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安
全、快乐的暑假，成为学校、家长们
最关心的问题。暑假是学生各种
意外特别是溺水事故高发期，每年
暑期，类似悲剧频发。因此，加强
学生暑假安全防护显得尤为重要，
学生安全不能“放假”。

安全重于泰山。透过每年假
期发生的一起起事故，孩子们安全
意识淡薄、自救互救知识匮乏是主
要原因。假期中，孩子们没有了学
习的压力和束缚，自由支配的时间

和空间也增加了，但安全隐患也就
更大了，这必须引起家长的重视。
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向他们
传授自救互救知识，提高他们的自
我保护能力。学校、家长对学生的
关心和引导决不能因为放假而放
松，家长要从学校接过教育引导孩
子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与交
流，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孩子进行
科学的约束性管理，切莫让快乐的
假期成为未成年人安全管理的“真
空期”，确保孩子度过一个愉快、安
全而有意义的假期。

安全意识莫“放假”
庸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向世人
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
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是中国人
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
动力。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领导干部不
仅要当好学习教育的组织者、引导
者，而且要带头坚持理想信念、坚守
革命气节。守气节，就是要用革命理
论武装头脑。革命气节的坚定源于
理论上的坚定，缺乏理论武装，就难
以辨别真理和歪理、正确和错误、崇
高和卑鄙、美好与丑恶，就会是非不
分、把握不住原则。因此，必须认真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然而，有些领导同志
在日常工作中，成天忙于文山会海，
工作就是开会，理论观点入不了脑，
更谈不上改造思想了。邓小平同志
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
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变质，那么思
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的干部之
所以丧失革命气节，与不注意学习，
放松世界观改造是分不开的。只有
通过不断学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立政德、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

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气节，就要拒
腐蚀、永不沾，处处树立正气。有的同
志也许觉得，领导干部主要是抓大事、
管方向的，吃点、拿点、占点无碍大局，

只要大节不出毛病就行了。这种认识
显然是错误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既要把住人生的方向，又要管住自己
的德行，经受住金钱、美色的考验，始
终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在社会生
活中时时处处保持革命者的气节，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
这样，才能在金钱利益面前不目眩神
迷，不被“酒绿灯红”所腐蚀，不被“糖
衣炮弹”所击垮，永远保持思想道德上
的纯洁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

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气节，一定要
做到立党为公、公正用权。权力的腐
败是最大的腐败。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
以焦裕禄、孔繁森等同志为榜样，时时
提醒自己：手上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
的，是用来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必须
严格自律、秉公用权。只有这样，才能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学党史 守气节
刘仕斌

最近，市政府就道路交通安全
“顽瘴痼疾”问题组织开展“亮剑行
动”集中整治，市政府主要领导亲
自部署，督促道路安全委员会各成
员单位抓好落实。笔者结合工作
实践，认为整治“顽瘴痼疾”，须从

“难落实的地方”抓落实。
通常情况下，容易落实的工作

大多是面上的工作、上级重视的工
作、容易做的工作；难落实的多是
打基础的工作、易出问题的工作、
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工作。把难
落实的工作落实好了，全面落实也
就有了基本保证。

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有统筹协调、凝聚力量的组织
力。这种组织力首先体现在事前有
预案，抓什么、谁来抓、怎么抓，都有
组织机构、方法步骤、风险评估和措
施保证。我们常讲，安全工作多往
好处想没有好处，多往坏处想没有
坏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
备。组织力还体现在按程序办事，
有力有序才能有效。程序体现规
律，离开规律抓安全，越抓越不安
全，有很多隐患和问题的产生都与
乱了程序、违背规律有关。在机关
工作时间长的同志都有深切感受，
按程序办事是工作捷径，跳过程序、
减少程序，隔着锅台上炕，必然吃苦
头、摔跟头。安全工作也是如此，来
不得半点麻痹大意，不能有丝毫松

劲和懈怠，想得不全就会不安全，
只有心里经常感到不安才能把事
情想细想周全，才能心里有底，胸
中有数，确保无虞。“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工业建设、农业生产、教育
文化旅游部门，各行各业都有抓安
全的工作职责，工作重点在责任明
确、分工到位。说一千，道一万，明
确责任是关键。就是要实行一级
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向一级
负责，做到时时有人抓、处处有人
问、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倡
导“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工作请
放心”，形成“人按职责干，事按制
度办”的良性机制。

抓落实的工作，是一种需要实
干精神和持之以恒精神的工作，情
况不清、方向不明，马马虎虎，抓不
好落实；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华而
不实，同样也抓不好落实。领导和
机关干部应树立“一日不为，三日不
安”的实干精神和深入扎实的工作
作风，既要懂得信息技术，也要懂得
信息条件下抓落实的规律；既要掌
握新形势下从业人员特点、执政素
质的不一，也要掌握根据这些特点
做工作的方法；既要以新手段新方
法解决新问题，也要以新手段新方
法解决老问题。抓落实的本领增长
了，“难落实的地方”就少了。

（作者为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二级调研员）

从“难落实的地方”抓落实
刘开兴

一到高校毕业季，就业就成为
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热点话题。特
别是拥有高材生光环的清华北大
毕业生，他们的去向起着一定的风
向标作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和议论。

网上曾因浙江杭州余杭街道
办事处招聘 8 人全是清华北大毕
业生而众说纷纭。“8 人全是清华
北大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这
年头不是清华北大生找个工作都
难！”等等。在很多人眼里，街道办
是基层岗位，相对于其他很多就业
选择，不论是学历门槛还是收入水
平，都没有那么高。也正因为清华
北大毕业生在街道办就业的不多，
所以这则招聘公示才会一石激起
千层浪。

殊不知，此街道并非彼街道。
余杭区是中国互联网技术最为前
沿的核心地区之一，阿里巴巴总部
便设在这里。余杭区的经济发展
实力也是十分可观的。之所以招
得“凤凰”来，一方面需要高素质的
人才来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有
底气给予人才所需要的待遇和发

展空间。
虽然供需之间你情我愿，但

清华北大毕业生到余杭街道办事
处就职是否辜负了高学历，还要
看他们的价值实现。如果只求眼
前的安稳和良好待遇，没有将所
学知识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
成长，那么就算是大材，那也成了

“小用”了。
我们多数人不能免俗，向往好

的工作，好的待遇。但是，我们一
定不能忘了，人生的意义在于价值
的实现。下品者，盯的是在岗位上
享有地位和待遇，而上品者，盯的
是在岗位上发挥作用创造价值。
所谓“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
元”，这个状元不见得是待遇之状
元，但一定是技能之状元，价值之
状元。

所以，对于就业，我们不要急
功近利，也不需“一张饭票”定终
身。哪里有需要，哪里能价值实
现，哪里就可以成为就业选择。只
要能够不断地提升自我，以己之能
服务好社会所需，便可以“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

以己之能服务社会所需
贺旭艳 肖君

熠熠生辉 雷振梁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