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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丹 李玉琢
刘洋 实习生 陈瑞明

学史以明志，鉴往而知来。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

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
当其时，十分必要。

红色资源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建
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的历史足迹和
精神载体，是弥足珍贵的源头滋养和
精神根基。它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
命史、艰苦创业的奋斗史、砥砺奋进
的改革史，彰显着党的性质和宗旨，
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凝聚
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蕴含着丰富
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红
色资源是鲜活的历史，也是党史学习
教育最生动的教材，深入挖掘和用好
用活红色资源，可以让广大党员干部
更加清醒地认识并牢记我们党从哪
里来、往哪里去，传承和弘扬先辈们
坚如磐石的信仰、赤诚为民的情怀，
不断补足精神之“钙”。

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寻求民族解
放道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筚路蓝
缕奠基立业、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留下了
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播撒了薪火
相传的红色火种，烙下了不可磨灭
的红色印记。在我区广袤大地上，
遍布着革命遗址、重要历史事件和
人物活动陈列馆和纪念馆、烈士陵
园等，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集宁
战役纪念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展馆、共产党红色秘密交通线、

“五一大会”会址、乌兰夫纪念馆、多
松年故居……这些红色资源不仅是
我们党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
最珍贵、最鲜活的教材，值得我们用
心去挖掘、去学习、去纪念、去传
承。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
充分用好这些红色资源优势。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央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结合内蒙
古实际，扎实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认真组

织学习研究党在内蒙古的历史，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更加全
面了解和认识内蒙古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把开展专题学习、加强政治引
领、组织专题培训、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落实落细落到位，将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重要
内容，纳入大中小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计划，用红色革命文化滋养人、塑造
人。

全区各地利用当地教育阵地和
红色资源，立足本地实际，通过多种
形式积极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
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用党史这本
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激发党员干部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情怀，掀起党
史学习教育的热潮,党史学习教育
实现良好开局。

镜头1——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一句
句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在土默特红
色教育基地回响，来自呼和浩特市
土左旗消防救援大队的党员消防官
兵在这里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土左旗深
刻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
充分利用故居、红色教育基地等红
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线路、打造精
品点位、深化学实结合，让红色文化
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活”起来、

“火”起来，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土左旗红色资源丰富，有乌兰
夫故居、荣耀先故居、贾力更故居、
青山烈士陵园等，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我们充分挖掘土左旗的红色文
化资源，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英勇无私的奉献精神，教育和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
解难事。”土左旗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赵永强说。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全旗34所
中小学校广泛开展“童心向党”活
动，实地瞻仰故居和烈士陵园、组织
主题班队会、在国旗下宣誓，引导全
体师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
觉融入学习生活中，在青少年心中
种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同时，全旗82家参学单位和部门均
通过“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形
式，组织干部职工到老一辈革命家
故居、青山烈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

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为切实把红色资源这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用活用好，土左旗加强对故
居和革命遗址的保护挖掘，积极完善
对各类故居展陈的提升改造，优化连
接境内革命遗址、故居、红色教育基
地、烈士陵园的红色线路，同时，还重
点打造“红色+生态”“红色+文化”“红
色+乡村振兴”的党史学习教育精品
点位，着力丰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
真正用活红色资源，激发红色资源优
势，实现红色资源共享，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此外，土左旗牢牢把握目标要
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
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迅速在全旗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掀起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热
潮。目前，全旗29名处级干部发挥
关键少数的引领示范作用，从“三
访、三问”征集到的为民办实事清单
中认领各自办实事项目并推动落
实；82家参学单位对照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梳理公布了416项为民办实
事清单。

镜头2——
讲好红色故事传扬红色精神

“学习党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近日，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纪委监委、旗残联、旗第二幼儿园
等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纷纷来到
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向革命
先烈敬献花篮，默哀鞠躬，宣誓致
敬，深切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感恩、敬
仰与哀思。祭先烈、学党史、悟思
想，红色文化点燃了阿荣旗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呼伦贝尔
市挖掘利用革命遗址遗迹、革命历
史博物馆、纪念场馆、党性教育基地
等红色资源开展党史教育，将中国
共产党红色秘密交通线、呼伦贝尔
东北抗联纪念馆、乌兰夫同志纪念
馆、王杰纪念馆、新右旗芒来嘎查党
群服务中心等15处红色资源确定
为呼伦贝尔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一
批红色资源教学点。

呼伦贝尔市把红色资源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发挥好革
命遗址、纪念场馆等的宣传教育功
能，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用讲好红色故事来传扬
红色精神。

当地媒体开设了“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题专栏，深入报道
当地红色资源教育点，让群众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微信等各种媒介
了解当地红色历史和重大历史事
件；精心策划推出《呼伦贝尔红色
记忆》系列报道，深入挖掘呼伦贝尔
市有关“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线索，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全市
党史学习教育，4月7日，呼伦贝尔
市乌兰牧骑系列演出启幕，将在 3
个月的时间里与11支旗（市）乌兰
牧骑同台献艺，为群众带来30场精
彩的红色主题文艺晚会。呼伦贝尔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推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呼伦
贝尔号”草原森林旅游列车专属行
程，开赴海拉尔、牙克石、博克图、扎
兰屯、满洲里等地，将博物馆、战争
纪念园等红色主题场馆串联起来，
让红色教育寓学于游。

伟大事业征途漫漫，以史为鉴
扬帆远航。

奋进“十四五”，启航新征程，我
们必须要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洗
涤心灵之尘、激发奋进之力。

日前，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
暨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会议召开，对我区进一步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提出具体要求。我区将
继续高质量高标准、扎扎实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从党的辉煌历史中
汲取丰富营养，不断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统筹做好革命文物保护、管理、
运用各项工作，不断深化革命文物
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切实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

——要挖掘好革命文物里的故
事、故事里的细节、细节里的精神，生
动鲜活地讲好党的历史、讲好党在内
蒙古的历史，切实发挥好革命文物在
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推动党员干部把学习
与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践行党的初
心使命，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中锤炼
党性修养、密切党群关系。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我区将继续以红色资
源为载体，从红色资源中汲取精神养
分，从百年奋斗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
励各级党员干部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信仰之光
照亮前行之路，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
伟力，接续谱写“建设亮丽内蒙古，共
圆伟大中国梦”新篇章。

’’

党中央已经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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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
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
分子的工作。1923年，内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1947年5月，党领导的内蒙古
自治区宣告成立，成为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
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5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专家点评

用好红色资源
激发奋进力量

◎安华祎

走进革命纪念馆、来到烈士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探访红色遗
址，寻找历史留下的奋斗印记
……在全区各地党史学习教育
中,红色资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是学习党史不可再生的

“活化石”。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信念

如磐，一脉相承。波澜壮阔的革
命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
族人民在北疆大地上英勇奋斗，
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留下了
大量的红色文化遗迹。“五一会
址”、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乌
兰夫纪念馆、满洲里红色国际秘
密通道、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旧址、集宁战役纪念园、内蒙古
革命烈士陵园等一处处革命旧
址、纪念馆，就是我们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内蒙
古第一批共产党人”“齐心协力
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一
段段历史佳话，就是淬炼党员干
部初心使命最好的营养剂。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
传承而不灭。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
务，尤其需要挖掘利用好“家门
口”的红色资源，在身边人、家乡
事的鲜活教材中激活党员干部
们的红色基因，让人们对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形成更清晰更坚定的
认识。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尤其需要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精神传承好，正本清源、固本培
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新的伟
大征程中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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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
用活红色资源，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精神内涵，创新方式方法讲好
党史故事，让信仰力量、无畏精
神、深沉情怀直抵人心，必将进
一步激发全区人民的爱国热情
和奋斗精神，为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凝聚强大合力。

传承红色基因
鼓起奋进新时代的
精气神
◎包思勤

内蒙古是
中国共产党领
导成立的第一
个民族区域自
治区，素享“模范自治区”光荣称
号，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

“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英雄
小姐妹”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佳
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资
源十分丰富。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跨越时空、薪火相传、历久
弥新，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
材，为我们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提供了丰厚滋养。我
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
色资源”的谆谆教诲，把红色教
育 深 度 融 入 到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学好红色历史、继承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
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广大党员
干部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胸怀“两个大局”、
心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续写内蒙古团结进步繁荣
发展的华彩篇章。

评论

鉴往知来鉴往知来 续写华章续写华章
历史镌刻着奋斗的辉煌，更指示着未来的方向。从红色资源中倾听百年回响、追寻百年足迹，不仅

为回望曾经的风雨和辉煌，更为传承伟大的精神、滋养永恒的初心、激发奋进的力量。
走进革命历史纪念馆，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探访红色

遗址，寻找历史留下的印记……红色资源是鲜活的历史，也是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内蒙古红
色资源十分丰富，要充分运用好红色资源这本“活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奋力谱写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