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封革命有一封革命
烈士刘伯坚写给其亲属的遗书烈士刘伯坚写给其亲属的遗书。。潇洒潇洒
的笔迹中的笔迹中““生是为中国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的
豪言壮语豪言壮语，，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信信
中谆谆嘱告自己的孩子要继续他毕生中谆谆嘱告自己的孩子要继续他毕生
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充分表达了一个
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
的家国情怀的家国情怀。。

19351935 年年 33 月月 44 日日，，江西信丰县塘村江西信丰县塘村
山区发生了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山区发生了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
突围的恶战突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
民党军部队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
南省委南省委、、省军区省军区 20002000 余人重重包围余人重重包围。。
率队突围的红军将领刘伯坚率队突围的红军将领刘伯坚——这位这位
早年曾留学苏联早年曾留学苏联、、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享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享
有有““军中骄子军中骄子””之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之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不幸负
伤被捕伤被捕。。

在狱中在狱中，，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33
月月 1616日给亲属写下了遗书日给亲属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内容如下：：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绝

命词及给虎命词及给虎、、豹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由大
庾县邮局寄出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被押在大庾
粤军第一军军部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尚不
可知可知，，弟准备牺牲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生是为中国，，死是为死是为
中国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请注意！！

一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
失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这对
于我都不须要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
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于、、邓虽邓虽
然同我个人感情虽好然同我个人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我在国外叔振
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并关注我
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但我为中国民
族争生存族争生存、、争解放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与他们走的道路
不同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于
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我为救中国而
犯危险犯危险，，遭损害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不须要找他们来营
救我救我，，帮助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使他们为难。。我自己我自己
甘心忍受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
密起来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
我丝毫没有好处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而只是对我增加无
限的侮辱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要
至嘱至嘱 （（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二、、熊儿生后一月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即寄养福建新
泉芷溪黄荫胡家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
瑞金瑞金、、会昌会昌、、雩都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
商船上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裁缝
出身出身，，携带豹儿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
的人的人，，叫赖宏达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有五十多岁，，撑了几撑了几
十年的船十年的船，，人很老实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赣州的商人多半
认识他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他的儿
子叫赖连章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媳妇叫做梁
照娣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故我寄
交他们抚育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只给了几个月
的生活费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
还不致于饿死还不致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
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我
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又被抄没过，，
人口死亡殆尽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为
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诸兄嫂
明达当能了解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
是没有用处是没有用处。”。”

从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从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刘伯坚为刘伯坚为
了维护党的声誉了维护党的声誉，，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
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反映了他在反映了他在
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

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
高品质高品质。。

几天后的几天后的 33 月月 2121 日日，，刘伯坚壮烈刘伯坚壮烈
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时年仅时年仅
4040岁岁。。

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从
被捕到牺牲被捕到牺牲，，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
书信书信，，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
豹豹、、熊三个儿子以及对他们的期望熊三个儿子以及对他们的期望。。最最
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爱人王叔振的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爱人王叔振的，，信信
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

““叔振同志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我

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直寄陕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

国革命努力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并要
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豹、、熊三幼儿熊三幼儿
成人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就要上杀场，，不能不能

再写了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然而然而，，刘伯坚并不知道刘伯坚并不知道，，在他写这在他写这

封信之前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
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

刘伯坚刘伯坚、、王叔振的三个孩子都在难王叔振的三个孩子都在难
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并先后被中并先后被中
央找到央找到。。19791979 年年 55 月月，，刘伯坚刘伯坚、、王叔振王叔振
这对著名的革命夫妻这对著名的革命夫妻，，在双双壮烈牺牲在双双壮烈牺牲
4444 年后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聚首他们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聚首，，
三个男子汉紧紧拥抱在一起三个男子汉紧紧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沉浸在悲
恸恸、、激动激动、、自豪的复杂情绪中自豪的复杂情绪中，，这种情绪这种情绪
过后过后，，重新涌聚在三兄弟心中的重新涌聚在三兄弟心中的，，是对是对
父母无尽的缅怀父母无尽的缅怀。。

无情未必真豪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怜子如何不丈
夫夫？？刘伯坚生前留下几封遗书刘伯坚生前留下几封遗书，，体现了体现了
一个共产党人对亲人与革命伙伴的眷一个共产党人对亲人与革命伙伴的眷
恋与不舍恋与不舍，，更体现出一种为坚持理想信更体现出一种为坚持理想信
念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念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激激
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勇向前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勇向前。。

（（新华社北京新华社北京 66月月 1111日电日电））

家国情怀：刘伯坚给亲属的遗书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一

新华社记者 崔清新 华春雨

开栏的话

一件件档案、一张张照片，一

处处故地、一个个人物⋯⋯见证

着共产党人舍小我顾大家的家国

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

的 工 作 作 风 、严 明 的 组 织 纪 律

⋯⋯

鉴往知今。从 6 月 11 日起，

新华社开设《光辉历程》栏目，围

绕党史上的重要档案、重大事件

等，讲述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

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 95 年光辉历程，昭示中

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精神内核。

这是刘伯坚写给亲属的遗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
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

﹄

—
—重读方志敏和他

《可爱的中国

》

新华社记者

高皓亮

胡

喆

余贤红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

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
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
疾苦⋯⋯”灿烂阳光下，电影《第十
军团》开机仪式现场，孩子们诵读着
革命先烈不朽的名篇。

站在他们身后的剧中演员赵中
华不由自主地向前凑去，和孩子们
一起读了起来。“而生育我们的母
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和世界
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当赵中
华高声朗诵到这一句时，眼泪倏地
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是方志敏狱中绝笔，80 年来
流传于世，多少中华儿女为之心灵
震撼，为之情动肺腑⋯⋯

1934 年 11 月初，时任红 10 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
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于
1935 年 1 月 29 日在江西怀玉山被俘。同年 8 月 6 日，在江西
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 36岁。

狱中的半年多光阴，方志敏用敌人劝降的笔纸写下了《可
爱的中国》：“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
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
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张建华是“听着爷爷讲红军故
事入眠的”，他的爷爷是随方志敏北上的老战士。上大学后，为研究
家乡这位革命先烈，张建华跑遍了闽浙皖赣四省的档案馆、纪念馆、
大学图书馆，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为此住过北京的地下室。这
种研究，在他毕业后成为江西弋阳一中的老师后也一直延续着。

他从中感受到方志敏炽热的情感。“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的‘主义’不是空洞的理论，而
是建筑在伟大的爱国感情上。”

因为一句“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在上海求学的方志敏愤
而拒绝进入公园，并于 1931 年春在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横峰葛源亲自筹建列宁公园。如今公园内方志敏当年亲自种
下、象征革命必定胜利的梭柁树绿色成荫，白鹭欢歌。

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方志敏故居前的广场上，方志敏
希望小学四年级学生程小翠正给来访的圭峰中学的师生讲述
方志敏事迹，今年才 10 岁的她，稚嫩的嗓音透过身上的小喇
叭，在故居前诵读《可爱的中国》，让人听来仿佛穿越了时空。

在方志敏希望小学德育主任郑为民看来，方志敏对祖国
母亲爱到了极致，最直接、最朴素、最崇高的体现，就是为人民
付出乃至牺牲自己。

19241924 年年 33 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说了这么一句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说了这么一句：：
““从此从此，，我的一切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从爱国主义从爱国主义
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沿葛溪河而上沿葛溪河而上，，抵达横峰县葛源乡抵达横峰县葛源乡。。磨盘山下的枫林坞磨盘山下的枫林坞，，
方志敏一手创立的红军军团曾在此操练方志敏一手创立的红军军团曾在此操练。。操场旧址四周枫操场旧址四周枫
树树，，如今已亭亭如盖如今已亭亭如盖。。顺着操场旁小山拾级而上顺着操场旁小山拾级而上，，流水潺潺流水潺潺，，
光亮从树枝的空隙投下光亮从树枝的空隙投下，，映在烈士纪念碑上映在烈士纪念碑上，，鲜艳的红五星透鲜艳的红五星透
过这疏影闪耀着别致的光芒过这疏影闪耀着别致的光芒。。

纪念碑为纪念碑为 19331933 年革命战争年代所立年革命战争年代所立，，碑面上经纬纵横刻碑面上经纬纵横刻
成了小格成了小格，，小格内写着烈士姓名小格内写着烈士姓名。。横峰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小横峰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小
明曾经数过这块碑上的姓名明曾经数过这块碑上的姓名，，单面有单面有 12001200余人余人。。赣东北根据赣东北根据
地发展鼎盛时期地发展鼎盛时期，，区域纵横赣东北区域纵横赣东北、、闽北闽北、、浙西浙西、、皖南皖南 44 省边区省边区
近近 5050 个县个县，，人口人口 100100 多万多万。。红军部队也从无到有红军部队也从无到有，，取得了取得了““血血
战东南半壁红战东南半壁红””的光荣战绩的光荣战绩。。

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行红色股票发行红色股票，，
创办闽浙赣根据地银行⋯⋯作为赣东北苏区的开创者和主要创办闽浙赣根据地银行⋯⋯作为赣东北苏区的开创者和主要
领导者领导者，，方志敏的才华得到充分展露方志敏的才华得到充分展露。。

““经手的款项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是
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黄
宗华看来宗华看来，，方志敏的魅力方志敏的魅力，，尤其体现于其高贵的品格以及他一尤其体现于其高贵的品格以及他一
以贯之的清贫本色以贯之的清贫本色。。

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他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但他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过
着极为朴素的生活着极为朴素的生活。。被俘后被俘后，，敌人只在方志敏身上搜到一块敌人只在方志敏身上搜到一块
表和一支自来水笔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国民党士兵根本不相信国民党士兵根本不相信：“：“你骗谁你骗谁，，像你当像你当
大官的人会没有钱大官的人会没有钱？”？”

今年已经今年已经9797岁高龄岁高龄，，在方志敏鼓励下登台讲过革命的周桂在方志敏鼓励下登台讲过革命的周桂
兰老人告诉记者兰老人告诉记者，“，“当年一个商人送给方志敏新婚不久的妻子缪当年一个商人送给方志敏新婚不久的妻子缪
敏一块绒布敏一块绒布，，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妻子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妻子，，把绒布还给了商人把绒布还给了商人。”。”

““清贫清贫，，不是贫穷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境界。”。”张建华也曾有过这个张建华也曾有过这个
疑问疑问，，爷爷的回答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穷和富爷爷的回答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穷和富。“。“为了为了
革命事业革命事业，，我们连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我们连生命都可以奉献出来，，还会在乎那几块花边还会在乎那几块花边

（（银元银元）？”）？”一如一如《《清贫清贫》》中所述中所述，，清贫清贫、、洁白洁白、、朴素的生活朴素的生活，，正是我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早晨醒了早晨醒了，，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未起来还睡在被窝里睁开眼睛未起来，，这时候这时候，，最容最容
易发生回忆易发生回忆。”。”被捕入狱被捕入狱，，整个革命形势也处于危难之中整个革命形势也处于危难之中，，狱中狱中
的方志敏最痛苦的是红的方志敏最痛苦的是红 1010 军团的失利军团的失利，“，“如果不那样做如果不那样做，，如果如果
这样做这样做，，哪还会失败哪还会失败？”？”心痛但不悲观心痛但不悲观，，虽被囚狱中虽被囚狱中，，仍牵挂着仍牵挂着
同志们的奋斗同志们的奋斗，，总祈祷着他们能够胜利总祈祷着他们能够胜利；；洋洋洒洒写下十几万洋洋洒洒写下十几万
字字，，更多的是自我反思更多的是自我反思，，告诉同志们引以为鉴告诉同志们引以为鉴。。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坦然面对生死坦然面对生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研研
究方志敏究方志敏3030多年的江西上饶市委党校教授罗时平感慨多年的江西上饶市委党校教授罗时平感慨，，这源自于这源自于
他对祖国母亲的信仰他对祖国母亲的信仰，，对革命胜利的信仰对革命胜利的信仰，，对新中国的信仰对新中国的信仰。。

““那些为理想信念而战斗的人那些为理想信念而战斗的人，，是值得世界人民永远怀念是值得世界人民永远怀念
的的。”。”在在 66 月月 66 日的开机仪式现场日的开机仪式现场，《，《第十军团第十军团》》导演杨虎说完导演杨虎说完
这句感言这句感言，，电影正式开机电影正式开机。。

纪念馆前的方志敏雕塑纪念馆前的方志敏雕塑，，凝视前方凝视前方。。
山的另一边山的另一边，，湖塘村方志敏故居院子里的杨梅已经熟了湖塘村方志敏故居院子里的杨梅已经熟了，，

红得分外鲜艳红得分外鲜艳。。 （（新华社南昌新华社南昌 66月月 1111日电日电））

开栏的话

一个民族的图存、崛起、强

盛，离不开一代代儿女的奋斗

与牺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一个个优秀共产党员，勇敢

地担负起历史使命，以自己对

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热

爱、信仰、担当、奉献、牺牲，挺

起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从今日起新华社推出

大 型 人 物 专 栏 报 道“ 民 族 脊

梁”。让我们在回望与缅怀中，

感受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宗旨，

感受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激

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筑梦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来临之

际，党中央决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进行表彰。

这些表彰对象在各条战线、各个领
域、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着战斗堡垒
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让党徽在
筑梦征程上闪耀光芒。

他们是实干筑梦第一
线的先锋模范

他们也许普通，是我们身边朝夕相
处的家人、同事、朋友，需要面对工作生
活里的大事小情，拥有再寻常不过的喜
怒哀乐。

然而，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在挑战
前迎难而上、在平凡中执着坚守，他们，
彰显着共产党员群体的风貌。

这是科技工作者立下的铮铮誓言
——

“身为共产党员，我的目标是必须
掌握高端服务器研发设计技术，一定要
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服务器！”

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恩东凭借对服务器产业技术创新
的不懈追求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带领科
研团队攻坚克难，不断超越自我，向高端
品牌市场迈进⋯⋯2013 年 1 月，我国第
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应用
主机浪潮天梭 K1 发布，我国成为继美
国、日本后第三个具备关键应用主机研
制能力的国家。

这是致富带头人的拳拳深情——
“只有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尽心尽力办实办好，才能以诚心换真
心，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当家人。”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吴
树兰心里始终装着盼脱贫、想致富的群
众。2010 年 7 月，吴树兰响应河南省委
号召，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新蔡县大
吴庄村任第一书记；2014 年 3 月，56 岁
的她又到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任第
一书记。从“厅官”到“村官”，吴树兰践
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
贫困群众拼搏创业、脱贫致富。

这是人民检察官
的为民情怀——

“维护牧民合法权
利 ，打 击 侵 牧 害 牧 犯
罪，是一名检察官应该
做的。”

从事检察工作近
30年，内蒙古达茂旗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专职委员、派驻满都拉口岸检察室兼希
拉穆仁检察室主任潘志荣走遍全旗 77
个嘎查和行政村，巡访过 980 多个牧场
点与 3400 多户农牧民，化解矛盾纠纷
近百起，记载了 84000 多字的《民情日
记》，收集了大量检察工作第一手资料。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广大优秀共产党员默默奉献、不辍

进取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第一线。
他们是拥有信仰与忠诚、职责与担当的
人——

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簿竹
箐村新店小组界务员杨天才 30 多年坚
守在巡视边境线的岗位上；因为“这活
总得有人去干”，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排
水集团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班班长
荀笑红从没想过要换了这份“苦脏累险
毒”俱全的工作⋯⋯

先进源于责任，优秀彰显党性。受
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在各自岗
位上，忠实履行着职责，做出无愧于时
代的业绩。

他们是全面从严治党
第一线的“领头雁”

“从我做起！”一次支部会议上，辽
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社会福利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于素玲的一句诺言开始了
改变福利院工作局面的历史。

她东跑西颠，与 7 家企业结成共建
单位，让福利院摆脱缺资金、缺物资的
窘境；她自费为福利院的老人买水果、
包饺子、添置衣物，自费资助福利院的
儿童读书⋯⋯

干部服了，党员服了，职工服了。
院里的老党员感慨：“这样的书记，走到
哪里我都愿意跟着干。”

党员作用发挥得怎么样，党组织战斗
力强不强，各级党组织领导者的作用是关
键。此次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中，有许多敢于和善于按照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抓班子、带队伍的一线“领头雁”。

——从严治党，先要从严律己。
中共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

委书记付华廷任村党组织书记 44 年

来，始终坚持不图当官、不图发财、不图
出名的“三不图”理念，给自己和班子成
员定下“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家属和亲
友不搞特殊化”的“约法三章”，以实际
行动为党员、干部做表率，带领大家把
一个“三无村”“三靠村”，发展成有“龙
江第一村”美誉的富裕村、文明村。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上清寺
路社区党委书记吴中兰，从上任第一天
起就事事身先士卒，凡要求别人做到
的，自己首先带好头，要求别人不能做
的，自己更要严上几分。在她的带领
下，大家一起干、一起拼，曾经一盘散沙
的班子凝聚了起来，上清寺路社区这个

“老后进”扛起了“先进旗”。
——从严治党，让党的旗帜高扬。
在江西，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

梨树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余梅始终坚持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她在社区
开设“小巷讲堂”，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对
象，通过书记带头亲自讲、党员模范现
身讲、社区群众互动讲等形式，用通俗
易懂的群众语言把党的声音和主张传
播到社区的千家万户。

在广州，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李森，专门组建党员志
愿服务队，以党组织的力量组织领导公
益服务，党员志愿者成了戴着党徽的“活
雷锋”。

——从严治党，汇起信心和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四

团一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贾国奇上任
后，针对班子软弱涣散问题进行整顿，
全面提升党员干部谋事创业的能力。
支部精神面貌的改变和工作成效的显
现，让职工群众增强了信心。

北京市十一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李希贵积极探索党建与教育教学相融
合，激发每位党员、每位教师心中的“热
爱”，使学校发展目标成为每位教师的
追求，凝聚起推动学校教育改革的强大
力量。

他们在改革发展第一
线筑起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一个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改革发展中筑起一个个坚强的战斗
堡垒。

——筑牢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宁夏吴忠市盐池县王乐井乡曾

记畔村，村党支部号召“打赢脱贫攻坚
战，党员必须顶上来”，组织村“两委”成

员和党员通过“一帮一、多帮一”的方
式，为发展能力弱的贫困户制订发展计
划、监督计划落实、提供贷款担保，并作
为一项长期制度执行。

在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村
党支部实行“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
通过精准扶贫、项目扶持、资金扶持等外
部集中帮扶措施和内部强户带弱户、富
户帮穷户等帮带作用，实现农户取长补
短、互促共进，提高了脱贫发展的能力。

——筑牢堡垒，夯实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在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
区党委秉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社区最
关注的”服务理念，以“党组织对群众有
求必应、群众对党组织一呼百应”为目
标，创新服务方式，走出了一条“服务解
民忧、党建聚民心”的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之路。

在江西，南昌市东湖区彭家桥街道
光明社区党委会组建系列服务团队 16
个，登记网格党员志愿者 912 名，每年
为居民群众提供各类志愿服务 1300 余
人次。目前，社区党委已全面构建了社
区党委、楼院党小组、党员骨干户三级
组织网络，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辐
射力不断增强。

——筑牢堡垒，激发创新创造的活
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发挥事
业领导核心作用，无论在办公室、实
验室、车间、厂房，还是在荒无人烟
的 戈 壁 、 深 山 、 海 上 ， 任 务 走 到 哪
里，党支部、党小组、外场试验临时
党委一定会驻扎在哪里，党建工作与
一线工作紧密结合，为确保任务完成
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
研究所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不断加
强党的建设，取得多项扬我国威的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
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双丰收。

——筑牢堡垒，增强改革攻坚的动
力。

作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
镇和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试点先试先行镇，北京市大兴区
西红门镇党委在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破解人口资源环境
矛盾等重点工作中，坚持“围绕发展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改革”，实现了基层党
建与经济建设、民生发展互融互动。

文/新华社记者 华春雨 黄小希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党徽，在筑梦征程上闪光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群像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