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06 党建 2016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编辑：许建立 美编：郭传靖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做做合合格格党党员员

解放桥社区 杨茂枢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
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面向
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
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求全
体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党
员身份，时刻不忘入党时自己
许下的庄严誓言，始终做到讲
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
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
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不忘初心意味着责任如
山。党员入党时进行入党宣誓，
就是要求党员把誓词记在头脑

中，唤醒党员曾经的志向。誓词
中的“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
秘密”。这六个方面的责任，对
任何一个态度暧昧，都谈不上
合格党员。遵守党的章程，严守
党的纪律，就是要求每个党员
都要守党规、党纪。当誓词浮现
在党员的脑海时，也是在提醒
党员自己的承诺。不忘初心，成
功有余。忘了初心，就失掉了曾
经的自己，不仅是对党的背叛，
也是对自己的背叛。

不忘初心意味着担当如
铁。古人云：“大事难事看担
当”。“一人做事一人担”是普通
百姓的担当；“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是仁人志士的担当。我们
党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作为这个党的党
员，就应该有铁一般的担当。有
了这样的担当，站位就高，眼界
就宽，心胸就开阔，内心就强
大，就能做到胜利和顺境时不
骄不躁，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
不动摇。

不忘初心意味着奉献如
常。入党誓词中 “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强调的就
是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具有
最讲奉献、最能牺牲的政治品
格，革命战争时期需要这样，今
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需要共
产党员作出牺牲、作出奉献。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对
于党员来说“温故”就不能忘
本，每个党员若能常常想起曾
经的入党誓言，就会克服前进
中的一切困难，这种激励作用
是任何其他手段不能代替的，
这种志向的引领作用是非常巨
大的。所以，经常重温入党誓
词，让每个党员找回自己曾经
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初心，不断
增强党性意识，接受党的教育，
在重温誓词和增强意识中不失
方向，阔步前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社会思想日趋多元，各种诱
惑不断增多，党员队伍中出现
了一些理想信念动摇、组织观
念淡薄、党员意识不强的现象，
且这些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党的
形象和公信力，给党的生命和
发展造成极大威胁。中央近期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两学一

做”教育正是从党员的思想政
治教育层面出发，帮助每一名
党员重拾“初心”。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争做合格党员，这
是对每一名党员的政治要求，
重温入党誓词，对照入党志愿
谈理想、谈信念，对照入党誓词
找标准、找差距，进而在做合格
党员的目标下取得进步。不忘
初心，方能取得长久的“进步”。
如果每一名党员，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忘、不敢忘自己的

“初心”，就能在“初心”的引导
下，取得一点一滴的“进步”。

我是1966年5月11日在部
队入党的。虽然已经过去了50
个年头，但入党时的情景至今
历历在目，支部大会上老同志
语重心长的叮咛与嘱咐，时常
响在耳边。特别是我眼含热泪
举起右手，大声诵读着入党誓
词的那一刻，更是终生难忘。在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参加过无
数次接收新党员的支部大会，
而且因为工作需要，在我担任
党支部书记和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等职务期间，多次组织了
吸收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和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心情都没有

当年我入党时那么激动，印象
也远没有那一次深刻。50年来，
我的工作环境及任务几经变
迁，但无论在什么单位，不管在
岗还是退休，党旗下的铮铮誓
言总是时常响在耳边，督促、鞭
策、激励我在工作、学习、生活
中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堂堂正正
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且
已逾古稀，自身条件所限，已不
可能为党和人民承担更多的任
务。但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
普通的共产党员，依然严格按
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在社区
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
服从党组织的各项决定，按时
交纳党费。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继续
认真履行党员义务，永远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
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
验，只要党和人民一声召唤，我
将以我的绵薄之力，以对党许
下的承诺作为自己毕生践行的
信仰与追求，努力用行动践行
使命。

解 放 路 大 社 区

每每代代人人都都要要走走好好自自己己的的长长征征路路

长征是一次理想

信念的伟大远征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
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
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
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
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
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
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
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
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
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
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
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习近平说，长征是一次理
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
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
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
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
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
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
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
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
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
近平说,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
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
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
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

的。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
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是
一次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
新局的伟大远征。

贪图安逸、不愿继续

艰苦奋斗的想法要不得

习近平强调，长征这一人
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
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
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
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
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
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
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
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
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
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
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
奋斗的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
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
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
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

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
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
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
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
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
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
力。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
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
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
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
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
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
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
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
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
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
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不论我
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
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
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
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10月2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领导红军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和在各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指战员，向当年支援红军
长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向所有健在的红军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发表重
要讲话。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
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
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
大的长征。我们党领导红军，
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
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
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
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
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
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
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
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
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
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
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
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
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
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
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主力
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
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
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
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
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
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
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
在西北创造了条件。东北抗
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
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
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
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长长征征简简史史

葛党员来稿

葛学系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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