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延安举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培训班，从宝塔山到梁家河，我再次踏
上朝圣之旅、魂归精神天堂。凭吊革
命圣地，追溯初心使命，沐浴着窑洞里
回荡的革命箴言、聆听着黄土地唱响
的奋斗史诗、感受着小山沟流淌的红
色基因。我感到，一种不朽的精神穿
透时空，揭开了我们党苦难辉煌的精
神密码，昭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心
学本源，照耀了我们的初心，洗涤了我
们的灵魂。

延安精神根植着党的初心使命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7年卢沟
桥事变，一系列抗争屡屡失败，中国一
步步滑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民族存亡之秋，受命危难之际，中
国共产党用延安精神给出了唯一正确
答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誉之为

“兴国之光”“东方魔力”“人类不可战

胜的力量”，感叹创造这种精神的中国
共产党为“神奇的队伍”。

“兴国之光”是理想之光。远大理
想不仅是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
灯塔，更是照亮脚下道路的明灯。延
安时期，经过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人
进一步深化了对远大理想的理性认
识，科学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
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深刻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正确制订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神奇的队伍”是自我革命的队
伍。延安时期，针对党内思想上理论上
作风上的突出问题，党中央组织开展了
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确立了
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提
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形成
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党达
到了空前团结和进一步成熟，为坚持思
想建党、理论强党开创了新路。

延安精神升华着党的初心使命

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延安精
神的洗礼感召中、黄土高原的磨砺锤
炼中，迈出了人生第一步，梁家河因此
收获了一位“能源革命”的支部书记，
中国共产党因此收获了一个引领航程
的坚强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讲：“这段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
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我
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获得了一个升
华和净化。”

升华和净化的是理想信念的根。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习近平总书
记就是在梁家河立下了为祖国、为人民
奉献自己的信念。怀着这个信念，作为
支部书记的他带领乡亲们克服重重困
难，建成了延川第一口沼气池，打下了
梁家河第一座水坠坝，打出了甜水井，
成立了扫盲班，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
缝纫社，提高了生产水平，改善了人民
生活。一个个小“创举”，映照着他对延

安精神的弘扬，对初心使命的践行，对
崇高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升华和净化的是坚贞信仰的魂。
共产党员只有在政治历练中才能信仰
弥坚。在追求信仰的路上，习近平接
受了远超常人的特殊考验，也进一步
锻造了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信仰的坚
贞执着。他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
冲破了被驳回、被诬告、被骂被训等一
系列障碍，如磐信仰始终不改，忠诚本
色矢志不渝，先后递交8份入团申请
书、10份入党申请书，最终获批入团、
入党并被推选为大队支部书记。

升华和净化的是人民情怀的本。
在这里，他植根人民、融入人民，学到
了实事求是、吃苦耐劳，了解了人民群
众期盼什么；他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靠人民，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改善生
活，从那时起就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而奋斗。

升华和净化的是党性修养的品。
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

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必须强
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回
顾习近平的知青经历，正因坚持修身
正己，才能闯过“跳蚤关”“饮食关”“生
活关”“劳动关”“思想关”，才能从北京
娃变成延安人，才能从“可教子女”一
步步成长为团员、党员、支部书记。

延安精神照耀着党的初心使命

延安精神生生不息、永放光芒，是
照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
不灭灯塔。

以延安精神锤炼信仰信念。信仰
信念伟力在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们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警根本方针不
动摇，坚持党对移民管理工作的绝对
领导、全面领导，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
意志，确保移民管理工作始终沿着正
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以延安精神坚守根本宗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移民管理

事业创造辉煌的底气和力量所在。做
好新时代移民管理工作，就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着力实现群众对口岸边境
安全稳定的新期待，着力满足群众对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新要
求，着力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
回跑、不方便等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和中外出入境人员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以延安精神鞭策自我革命。只有
不断自我革命，深化从严管党治警，移
民管理队伍才能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
大战斗力。要坚持自我革命常态化，
以筑牢忠诚警魂为根本，自觉用自我
革命的理念引导自身的发展，用革命
文化来矫正党员民警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切实凝聚自我批判、自我否
定、自我超越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
持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作者系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党委书记、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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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

□丁建伟

进入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要打造对党
忠诚、作风优良、技能过硬的警察队
伍。公安院校是培养公安队伍忠诚意
识和使命责任感的源头阵地，对党忠
诚是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
标。

切实筑牢学生的忠诚警魂，要通过
理论学习，提升学生思想境界，培养学生
将忠诚上升为矢志不渝的信仰。围绕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凸显公安特色、不
断开拓创新、提高育人成效，切实加强忠
诚思想教育工作，从忠诚思想教育存在
的现状问题出发，开拓创新忠诚思想教
育路径，推动公安院校大学生忠诚思想
教育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如在今年五
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弘扬和传承“五
四”精神，积极组织团员青年集中观看并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生
们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分享学习心得
体会。

切实筑牢学生的忠诚警魂，要通
过实践锻炼，为培养绝对忠诚、绝对可
靠的预备警官打好基础、做好铺垫。
如参加各类大型安保活动，向一线民
警认真学习工作经验，锻炼学生的沟
通、执行、组织等方面的能力，使学生
更加深入地理解忠诚、责任与使命的

深刻内涵。
切实筑牢学生的忠诚警魂，要全

面加强顶层设计。在组织机构方面，
成立忠诚思想教育领导小组，进一步
强化党委抓思政教育的主体责任；设
立学生综合警务素质研究中心，组建
研究团队，聚焦学生综合警务素质提
升、忠诚思想教育的系统性、创新性
研究，为忠诚思想教育实施方案的制
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制度建设方面，
推进培养与考评机制改革，创设“学

分 ＋ 综 合 警 务 素 质 ”的 人 才 培 养 机
制；推进教师人事与绩效评价制度改
革，创新用人机制，严格教师队伍入
职 政 治 考 核 标 准 ，优 化 教 师 队 伍 结
构。

用担当诠释初心，用奋斗承载使
命。把奋斗的藏蓝色青春镌刻进伟大
的新时代，为培养绝对忠诚、绝对可靠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努力奋斗，公安教育工作者正在书写
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厚植思想根基 筑牢忠诚警魂

□贺志国

层层开展“我奋斗、我
精彩”岗位建功主题实践活
动，如火如荼组织“赞颂伟
大成就、弘扬时代精神”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群众性文化活动，指导各级
筹划组织红色资源专题片、
革命故事集、老干部老民兵
口述历史等制作和编辑整
理……连日来，内蒙古军区
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教育中，坚持用厚
重红色基因和先辈戍边功
勋打牢官兵政治底色，激励
官兵矢志不渝守初心、甘于
奉献担使命。

内蒙古军区着眼自治
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
自然条件、特殊的政治要
求，注重用内蒙古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军区优良传
统搞活教育、熏陶官兵，深
入开展“铭记光荣传统、传
承先辈风骨、当好先锋模
范”系列活动，组织官兵到
秦汉长城、元上都遗址等实
地参观，到大青山抗日烈士
陵园、五原誓师广场和各级
军史馆缅怀先烈，开展“我
奋斗、我精彩”主题征文活
动，到老一辈革命先烈战斗
过的地窝子、干打垒、老哨
所重温誓言，安排红色场馆
责任人、邀请军内外专家教
授大讲抗日救国的战斗史，
大讲和平时期的创业史、奋
斗史、发展史，组织各级领
导讲述内蒙古军区部队参
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牺
牲奉献史，引导大家在铭记
先辈铁心向党、牺牲奉献的
基因血脉中，树好新一代

“北疆卫士”的精气神。
“草原胸怀、胡杨意志、

骆驼品格、战马雄风”是官
兵们在长期的卫国戍边实
践中孕育形成的“北疆卫
士”精神，习主席给予了充
分肯定。一直以来，官兵们
坚持把“北疆卫士”精神作
为筑牢精神支柱的“活教
材”，作为打牢政治底色的

“必修课”，组织编印“北疆
卫士”精神系列教育教材，
持续掀起“学领袖讲话、思
职责使命、当北疆卫士”学
习活动，大力宣扬阿拉善军
分区4任主官退休后接力治
沙植绿和赤峰市红山区抓
练兵备战、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和杭锦旗人武部抓生态
扶贫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
迹，安排优秀现役官兵、职
工和文职人员、专武干部等
作“我奋斗、我精彩”典型事
迹报告，强化官兵提升支援
保障作战能力，筑牢北疆安
全稳定屏障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运用“活教材”
上好“必修课”

近日，武警内蒙古总队呼和浩特支队执勤四中队组织官兵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专题授课活动，以此筑牢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思想根基。 刘洋 摄专题授课

阵
地

拿出手机扫一扫，云端
立即自动分析图像信息；虚
拟党史馆和 VR 党史互动体
验系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近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
成了全国首家“5G＋VR ”
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以创新
载体提高党员教育培训水
平。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体验“5G＋VR”

近 日 ，乌 兰
察布电业局凉城
供电分局与卓资
供电分局联合开
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组织党
员前往乌兰察布
市党史馆和集宁
战役纪念馆参观
学习，深情缅怀
革命先烈英雄事
迹和党的光辉历
史。 尚东平 摄

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实习生 张华

眼下已进入暑假，可内蒙古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的老师们还在
学校忙碌着，他们正在为2019年自治
区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做准备。在这次院级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中，系部28位教师上报7个作品，
通过激烈角逐，学院遴选推荐参加自治
区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8个
作品中，2个作品选自于机电工程系。
现在大家还在向更高的目标努力着：争
取能代表自治区参加国赛。

“这28位教师中，有15名是共产党
员。大家干劲十足、乐此不疲地工作，
这与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分不开
的。”机电工程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刘

敏丽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党总支带领全系
党员和教职工，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教学改革及科研、学生服务与管理等各
方面，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党建引领下的
创新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了党总支的政
治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刘敏丽说，作为基层党组织，支部
建设一定要围绕一线业务工作开展，坚
持党建与业务紧密结合，使党员干部在
国家优质校建设、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与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实践育人
等工作中有力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
模范带头作用。

武艳慧是机电工程系4个教研室党
支部书记之一，也是一位“双带头人”，作
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教研室党支部书
记、教研室主任，她带领的党支部将党建

工作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相融合，将
支部建设成为人才培养的“导航仪”。去
年，她的支部书记工作案例《工学交替实
岗育人 践行职业教育改革新理念》，拟
入选中组部与教育部思政司主编的国家
统编教材《基层党组织书记案例选编（高
校版）》，并将作为展现高校党建工作的
新成就新风貌的典型向全国推广。

自2015年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被立项为教
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建设专
业以来，武艳慧充分发挥“双带头人”的
引领带动作用，与教研室全体党员及群
众凝心聚力，积极致力于探寻现代学徒
制“工学交替 实岗育人”的实践模式，
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辟出
了新路径。

武艳慧对自己的团队充满自信：作

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教研室教学团队中 90%是党
员。如何发挥党员在专业建设与教育
教学改革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带动
团队全体成员帮追赶超，这是武艳慧关
注的重点。以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为
契机，教研室党支部结合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推进，充分发挥教工党员个人
所长，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设计与课程
资源建设脚本制作等方面的分享会、报
告会及交流会，来达到政治学习与业务
促进同步的目的。

雷彪，机电工程系教工党员、自治区
“草原英才”，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
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他主
动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时间不求回报的
组织创新班。有时，甚至为了帮助学生
完成一个训练项目，通宵不睡觉。雷彪

的敬业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
人，创新班的数控技术专业2017级学生
王福虎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大一时就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是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王福虎说：“在创新班里，我们
操作练习到多晚，老师就陪到多晚，我们
都很感动，我也要做像老师一样的党员，
在同学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今，机
电工程系已有近90名学生党员。

“我们学院所有的党建工作都是围
绕实际工作展开的，党建工作+中心工
作，两手都要抓，两者深度融合。平时党
建学习与中心工作学习有机结合，这样
的学习接地气、实用性强，效果好。此外，
为调动党员积极性，每位党员都要牵头
干一件事，探索校企合作、引企入校模式，
为工学结合提供可能。”内蒙古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永义骄傲地说。

党建引领下的育人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