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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甸柳柳新新村村街街道道开开展展系系列列活活动动庆庆祝祝建建党党 9955 周周年年

本报讯 (记者 朱文龙
通讯员 刘亚男) 今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
年纪念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
里，甸柳新村街道开展了多项
活动，为党的生日献礼。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街道开展“网格长上门送学”活
动。按社区网格化管理区域，以
社区为单位，由各网格长、党员
中心户集中对所在支部行动不
便、年龄偏大、集中学习困难的
党员进行“上门送学”，将《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党章》和街道编印的《“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知识手册》发放到
每名党员手中，确保每名党员

“不掉队”、“不漏学”。
举办“身边优秀共产党员

事迹展播”活动，弘扬优秀党员
的先进事迹。在社区评选出忠
诚履行党的宗旨、发扬无私奉

献精神的优秀共产党员 27 名，
其中涵盖社区居委会干部、社
区支部书记、党小组长以及
普 通 社 区 党 员 各 类 优 秀 典
型，收集他们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的影像资料，编辑制
作宣传短片，在社区进行广
泛展播学习，倡树优秀典型，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开启“对党说句心里话，
祝福赞美献给党”互动征集
活动，表达居民对党的深情
厚谊。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以庆祝建党 95 周年为
契机，在社区开展“对党说句
心里话，祝福赞美献给党”互
动征集活动。社区党员、居民
群众纷纷在留言板上留言，

表达了对党的赞美和祝福，
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做‘两学一做’践行者，
全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演出
活动上演，全体居民喜迎党
的生日到来。在社区广场举
办“做‘两学一做’践行者，全
心共筑中国梦”庆祝建党 95
周年文艺演出，由街道大工
委兼职委员、街道机关干部、
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社区
干部、社区党员、居民群众、
社区小学生等 300 余人参加
演出活动，演出以合唱、诗歌
咏颂、歌舞等主题鲜明、丰富
多彩的 14 个节目，抒发了甸
柳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爱党忠
诚、同心筑梦的真挚情感。

莫莫大大的的幸幸福福 无无上上的的荣荣光光
陈叶翠荣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7 月 1 日，在人民大会堂，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叶翠领到了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章和证书，并受到党中央的表彰。荣获这项荣誉，陈叶翠表示对她来说，
是莫大的幸福，无上的荣光。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激动人心：“中国
人民不惹事，但也不怕
事”

“早上 7 点钟吃饭，8 点钟
就坐车赶往人民大会堂了。”说
起不久前去北京参加大会的过
程，陈叶翠对每一个时间点都
记得清清楚楚。她告诉记者，按
照行程安排，他们提前两天来
到了北京。6 月 29 日晚，与中
央领导一起观看了庆祝建党
95 周年《信念永恒》音乐会。6
月 30 日，参观了国家博物院、
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 周年大会上，当中央领导
同志为全国优秀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颁
奖时，她感到了由衷的自豪。

除了领奖，陈叶翠还在现
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她对总书记提到的两句
话感触颇深，一是“得众则得
国,失众则失国”，陈叶翠说，这
句话对于基层社区工作太重要
了，“如果一个党得不到民心，
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长远发
展，这就告诫每一个共产党员，
要时刻在心里想着人民，想着
让所有百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
路，只有老百姓生活过得幸福，
我们的党和国家才会越来越
好。”

而另一句对陈叶翠触动很
大的话是———“中国人民不惹
事，但也不怕事”。“当习总书记
说完这句话后，全场掌声雷动，
经久不息，大家都很激动”，陈
叶翠认为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中
国人民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统
一的坚强决心和不屈斗志。

不忘初心：三十载
奉献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
出，全体党员要“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这种要求，正是陈
叶翠人生的写照。

“既然选择了党，就要跟党
走，绝不后悔为了党的事业做

出毕生的努力，我一定要做一
个对老百姓负责的社区书记。”

今年 61 岁的陈叶翠，是山
东省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小巷
总理”，自 1987 年到社区居委

会工作以来，29 年如一日扎根
社区，时刻把群众装在心里，尽
心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奉献
了自己的青春韶华，真正的把
社区工作当做一项事业来做。

就在陈叶翠前往北京那
天，所在辖区的二汽改片区改
造工程顺利完成交房，247 户
居民全部领到了“回家”的钥
匙。二汽改拆迁项目，她始终坚

持“民事民议民决”这一基本原
则,经多次入户探访、交涉谈判
以及多方斡旋,全部居民协议
拆迁,无一户强拆，成为历下乃
至济南和谐拆迁的一个模范样
本。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陈
叶翠说，居民不可能天天和总
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在一
起，他们天天能见到的就是作
为社区党委书记的自己。所以，
她本身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就
是社区居民对党最直接的印
象，因而她给自己下了“死命
令”，不管多苦多难，只要她能
解决的，一定不遗余力为居民
们解决好；实在解决不了的，也
一定要给居民们解释清楚，得
到他们的理解。“既然做了社区
党委书记，就应该像我们党的
一杆旗、一盏灯、一团火、一张
网，把党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不能落下任何一个有困
难的人。”

继续前行：像磁石
一样紧密吸引群众

陈叶翠对记者说，从北京
回来后，她觉得身上的压力更
大了，党中央给予的褒奖，既是
荣誉，又是鞭策。“在未来的征
途上，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
任务更艰巨。我将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力争为全省首善之区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我爱这个社区，也离不开
这个社区。”陈叶翠说，社区里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但即使是
这些琐碎的小事，也要把它当
做事业来做。

在未来，她打算进一步拉
高工作标杆。“我觉得，要始终
保持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像磁石一样
把广大居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
的周围。”在她看来，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在
共筑伟大中国梦、共建乐居社
区梦的道路上，以一流的作风
创造一流的业绩。

除此之外，陈叶翠还计划
着找几位党校的老师来社区讲
课，给社区百姓解读习总书记
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帮
助更多的党员、群众树立起坚
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让我们党
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章的正面，是
中国共产党党徽标志。在奖章的内面，是“中
共中央颁”几个铭文。据了解，这也是首次以
中共中央名义颁发的最高优秀党员、党务工
作者、优秀党组织荣誉。而在此次的全国优秀
党员，都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发的。

证书红底金字，上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证书”，配有党徽。打开证书，内芯中写着

“授予陈叶翠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
号，特颁发此证书。”在下面配有中共中央的
印章。

据了解，这也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颁
发的最高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优秀党组织
荣誉。此次全国优秀党员的荣誉，都是以中共
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发的。同样，证书也是以
中共中央名义颁发。

此次 100 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荣获者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党务工作者有 90
名，其中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委书记 51
名，充分体现了表彰注重向工作一线、基层倾
斜，突出先进性的明确导向。

葛链接

全全国国优优秀秀党党务务工工作作者者奖奖章章、、证证书书到到底底啥啥样样

陈叶翠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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