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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周琳
吴振东 郭敬丹

盛夏时节，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纪
念馆人头攒动。

纪念馆尾厅，新近增设的“伟大建党
精神”展陈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沉思，红
底展墙上的 32个大字分外醒目：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了解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百年
历程，就更能体会这 32 个字的分量。”一
位参观者在留言中写道。

100年来，上海从“冒险家的乐园”变
身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没有辜
负建党先驱的期待。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当前
对上海更重要的，是开启新征程，做伟大
建党精神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勇
立潮头，先行先试，深入实施国家战略任
务，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更好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为实现伟大梦想作出
更大贡献。

“真理的味道”越来越甜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真理的味道”展

项正前方的玻璃柜内，两本颜色泛黄、封
面分别为红色和蓝色的小册子，就是大名
鼎鼎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由
陈望道翻译，1920 年 8 月、9 月在上海先
后出版。

除《共产党宣言》外，100 年前，《反
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在上
海翻译出版，《新青年》《共产党》《向导》
等革命报刊在上海创办，《国际歌》在上
海翻译⋯⋯600余处红色资源，镌刻于这
座城市基因之中。

今年“七一”前夕，陈望道之子、83岁
高龄的陈振新光荣入党，实现了父亲的遗
愿。他说：“父亲做事不惧艰难险阻，共产
主义的信仰在他心中始终未变。”

马克思曾说，真理是一块燧石，它受
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
烂。

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以来，上海
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实践者与探索

者，承担使命，屡立时代潮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海发挥好制度创
新试验田作用：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并增设新片区，在推进投资和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
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今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
布，支持浦东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窗口。

历经时光积淀，真理的味道，越来越
甜。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
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表示：要继
续成为传递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火
种”，成长为有根有魂的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带着“初心四问”再出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斗

争和努力，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

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上海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创造令世界刮目
相看的奇迹。

上海解放的第一个黎明，几夜没合
眼的聂凤智将军感慨道：“真想痛痛快快
睡上三天！”陈毅却说：“不能睡，一天也不
能。”上海迅速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
批“大国重器”挺起新中国的“工业脊梁”。

1978年12月，宝钢一号高炉打下第
一桩，开启共和国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浦
东开发开放，让上海实现了从改革开放

“后卫”到“前锋”的历史性转换。2013
年，中国第一个自贸区在这里“梦想启
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试验
田”。

进入新时代，上海不断探索应对改
革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9年6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启动伊始，上海党员干部们收到
四道特殊的“考题”：

如何始终保持创业初期的那股激
情，在新的伟大时代创造新的发展传奇？

如何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最前
列，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
作用？

如何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打造出长期可持续、不可替代的核
心竞争力？

如何让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更幸福，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
待？

四个问句，叩问初心。在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上海不
断找准定位、谋划重点，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党员先上”赓续斗争精神
“过去，当下，未来，未必确有界限，或

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很感谢你
们，不惧不畏，奉献出生命。你们是我们
的榜样。”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内，参观者留
在烈士墓前的信件中，有许多这样的“跨
时空对话”。用生命写就的精神，激发新
时代青年的共鸣。

龙华烈士陵园安葬着革命先烈1700
多人。“上海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与革命志士的前赴后继。”上海社会科学
院副研究员徐涛说。

凛然英雄气，激荡天地间。再艰难的
岁月，从不缺乏“先上”的勇毅，这是共产党
员血液里流淌的因子。和平年代，血与火
的考验少了，但伟大的事业依然充满挑战，
共产党员的斗争精神一刻没有丢下——

“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2020年
1月29日，从上海抗疫前线传出的“硬核”
表达，在危急时刻发出提气、定心的战

“疫”强音。人们记住了共产党员张文宏
医生，更在与疫魔搏斗的战场上看到，在
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上，共产党员从来
都是挺身而出的。

钟扬，“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他是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2017年9月，在工作中遭
遇车祸去世，时年53岁。

从教 30 余年，援藏 16 年，钟扬带领
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万颗种
子。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
使钟扬心脏肥大，血管极度脆弱，但如很
多藏族师生说的那样，他就像绽放在“生
命禁区”里的格桑花，永远顽强拼搏，与困
难抗争。

在上海各条战线上，共产党员始终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百年前先驱们的血

性，在今天的年轻党员身上依旧滚烫。
建设人民城市的“上海样板”
这是上海的耻辱时刻——
1862 年的某一天，一位英国商人骑

着高头大马，在今天上海人民广场一带兜
了一个大圈，马蹄踏过之处，均打上木桩
围了起来。之后，一座新的跑马场在这里
建成。

彼时，这座城市是冒险家眼中的“乐
园”，许多平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1934 年，一份刊物以“上海的将来”
为题征文，有人这样希冀：“跑马厅改为

‘人民公园’，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
这一天真正到来，是 1951 年 8 月。

上海关于跑马厅收回充作市有公地的命
令一经贴出，“跑马厅”职工立刻悬挂出

“庆祝跑马厅收归人民所有”的红布标
语。接连几日，扬眉吐气的上海市民把

“跑马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天翻地覆的改变，根源在于有了中

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1949年 5月 27日，早起的市民推开
家门便看到，马路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
亲历者陈一心说：“上海解放时，连自来水
和交通都没受影响，城市完整留给了人
民。”

今天，杨树浦水厂所在的滨江段，被
联合国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
带”，繁花绿树间一座名为“人人屋”的党群
服务站映入眼帘，休憩乘凉、量血压、看地
图⋯⋯居民游客们惬意进出、怡然自得。

距外滩一步之遥的宝兴里小区，诞
生过“新中国上海第一个居委”——宝兴
居委会。百年里弄历经多次更新，但受制
于空间逼仄，身处“黄金地段”，难享品质
生活，是上海旧改中“最难啃的骨头”。

2020年 6月 26日，最后一户居民搬
离宝兴里，终圆“新居梦”。“坚持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千方百计回应居民关切，就能
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宝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
丽华说。

处处围绕人，时时为了人——一幅
让生活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绚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

在初心之地，寻找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密码

□新华社记者 高皓亮 余贤红 程迪

对家住江西上饶市信州区东市街
道市委大院小区的居民郭安海来说，今
年最开心的事就是可以“一键到家”，73
岁的他再也不用为上下楼这件小事操
心了。

“过去和老伙计们见面，邀他们到
家坐坐，一听是四楼都摆摆手，说爬不
动了，就楼下吧。现在通了电梯，家里
热闹多了。”说起今昔变化，郭安海颇为
感慨。

上来了不想下去，下去了不想上
来，买东西不敢一次性买多，“上下楼难”
曾是许多老旧小区居民的一桩心事。随
着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和郭安海一样，
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正在体验“幸

福进行时”，爬楼梯的烦恼逐渐成为“过
去时”。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江西省已
完成电梯加装414台，正在施工655台。

百姓盼的，就是政府要干的，这是
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基本
要求之一。江西省着力从设施老化、缺
少车位、环境“脏乱差”等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入手，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
力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推动一个个老
旧小区“脱胎换骨”。

管线都下地、免费停车位、绿植巧
点缀⋯⋯走进完成改造的玉山县西商
苑小区，原先天上“蛛丝网”、地上污水
坑的场景一去不复返，老旧小区改造让

这里 1248 户群众不搬家就住进“新房
子”，过上了新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牵涉面广，工作复
杂，怎样才能把好事办好？武宁县副县
长王利军说：“我们在改造前充分听取
民意、改造中发动群众参与、改造后效
果由群众评价，充分调动居民积极性。”
在武宁县心怡水湾小区，小区每栋楼选
出楼栋长，再由楼栋长选出业委会成
员，由业委会成员与每家每户交流意
见，化解分歧、形成共识。

最终，心怡水湾小区仅用一个多月
时间就完成了网线下地、行道“白改黑”、
安防智能化、空地绿化等多个改造项

目。“原先脏乱差，有事没人管，不少人都
想把房子便宜卖了。现在小区环境好
了，一进来就心情舒畅，大家都很自觉地
爱护身边的环境。”小区居民胡著兰说。

记者了解到，自 2019 年启动这项
工作以来，江西已完成改造 2165 个老
旧小区，涉及居民 57.99 万户。截至去
年底，全省新增停车位 5.6 万个、充电桩
7227 个、体育健身设施 1672 处，新增卫
生、教育、养老、助残、家政等一批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

江西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下一步要坚持走好群
众 路 线 ，力 争 在“ 十 四 五 ”期 间 完 成
2000 年 底 前 建 成 的 、经 摸 底 统 计 的
6243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让更多老百
姓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宜居”。

（新华社南昌 7 月 24 日电）

又见“幸福来敲门”

新华社郑州 7 月 24 日电 （记者
刘怀丕）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 24
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6 日以
来，截至 24 日 16 时，河南此轮强降雨
造成全省 137 个县（市、区）1373 个乡
镇 930.57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人数达
到 58 人、失踪 5 人。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
说，7 月 23 日 7 时到 24 日 7 时，洛阳、
平顶山、商丘、开封、鹤壁等地局部出
现暴雨，全省有 6 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
50 毫米。受持续降雨影响，淇河、大沙

河、卫河、安阳河、共产主义渠出现超
保洪水，颍河、洪河、沁河、惠济河出现
超警洪水。全省有 13 座大型水库及
44 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在鹤壁浚县，卫河左岸塌方形成
决口，右岸已按泄洪方案分洪，启用了
6 个蓄滞洪区，水位正在下降。当前，
转移群众达 22.7 万人，无人员伤亡。

据初步统计，河南已紧急避险转移
81.4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14.11万人，
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人数达到44.41万
人，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河南强降雨致逾930万人受灾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新华社东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 王
恒志 王沁鸥）奥运会首金爆冷的“传统”在
东京依然延续，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决赛中，
中国 21 岁小将杨倩凭借最后一枪逆转夺得
本届奥运会首金。五年前遗憾错过奥运的
侯志慧在女子举重 49 公斤级比赛中轻松摘
金，孙一文在女子重剑个人赛“决一剑”惊险
夺冠，中国代表团首日收获三金傲视群雄。

相比世界纪录保持者、世界排名第一
等头衔拥有者，仅有一次世界级比赛经验
的杨倩算得上“菜鸟”。但女子 10 米气步
枪向来不眷顾名将，过往几届奥运会，新
人、“黑马”夺冠概率极高，这一次站上最高
领奖台的是杨倩。这块金牌来得十分不
易，最后一枪前她还落后对手 0.2 环，尽管
她最后一枪打出整场比赛个人最低的 9.8
环，但对手只有 8.9 环，“大心脏”的杨倩以
251.8 环的成绩夺冠。

首金开了个好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
五年前遗憾错过里约奥运会的侯志慧更强
了，她六次试举全部成功，以 210 公斤的总
成绩将女子举重 49 公斤级冠军收入囊中。
这一天，她还穿着里约奥运会发的旧 T 恤。
而五年前获得奥运铜牌的孙一文这次站到
了决赛赛场上，凭借决赛中“决一剑”的一剑

“穿心”，孙一文为中国赢得历史上首个女子
重剑个人冠军。

站在领奖台最高处美不胜收，但时光永
远是运动员最大的敌人。东道主体操名将
内村航平用一次失误结束了自己的东京奥
运之旅，已是四次参加奥运会、拥有三枚奥
运金牌的他说：“（感觉）自己不再被需要
了。”同样是四次参加奥运会，在跆拳道女子
49 公斤级复活赛中再度落败的吴静钰则平

静地说，输给岁月，无怨无悔。这位两届奥
运会冠军得主已成为一名母亲，她想的更多
的是要和女儿分享奥林匹克给她的人生财
富。在游泳赛场，三届世锦赛冠军、日本选
手濑户大也在男子 400 米个人混合泳预赛
中爆冷出局，中国老将汪顺也无缘决赛。

当然，奥运赛场上也有老当益壮的典
范，男子 10 米气手枪决赛赛场就“老将”扎
堆，37 岁的亚军达米尔·米凯克（塞尔维亚）
和 35 岁的季军庞伟（中国）都是参加过四届
奥运会的老将，夺冠的伊朗选手福鲁吉已经
41 岁了，但他只能算一名“新星”——作为
一名护士 4 年前他才开始专业训练。

24 日东京奥运会在射击、举重、射箭、
跆拳道、击剑、柔道和公路自行车等项目决
出 11 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日就收获三金
一铜，高居金牌榜首，其余八金被日本、意大
利、厄瓜多尔等八个代表团分享。

有喜当然也有忧。中国女足在自己的
第二场比赛中没能赢球，面对世界排名仅仅
104 位的赞比亚队，尽管王霜独进四球，她
们还是以 4：4 与对手打平，最后一轮要迎战
2019 年世界杯亚军荷兰队，中国女足出线
形势不妙。

其他比赛中，三人篮球女队一胜一负，
男队则遭遇两连败。中国队在乒乓球、羽毛
球、体操、游泳等项目都表现不错，中国体操
男队以总成绩第二的身份挺进团体决赛，张
雨霏以女子 100 米蝶泳预赛并列第一的成
绩晋级半决赛。

25 日中国女排将亮相东京，中国跳水
“梦之队”和中国男举则将担负起夺金重任，
此外赵帅在男子跆拳道、杨皓然在男子 10
米气步枪项目上亦有争金实力。

小杨倩射落首金 中国团三金“起步”

7 月 24 日，杨倩在夺冠后庆祝。当日，在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 10
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选手杨倩夺冠，赢得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上接第 1 版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起岱海、察
汗淖尔水生态综合治理的重大政治责
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扎
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严格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
切实抓好能耗“双控”，持续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努力把结构调过来、动能转
过来、质量提上来。坚持绿色发展，就
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牢牢把握自治区建设“两个屏障”

“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
借力借势谋划产业发展。围绕发展数
字经济，充分发挥数据中心规模优势，
加快构建以数字装备制造产业链、云
存储服务产业链为支撑的数字产业集
群；围绕发展枢纽经济，以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为方向，以构建联通内外的
高效现代流通体系为目标，抓紧构建
以物流运输产业链、商贸流通产业链
为支撑的物流贸易产业集群；围绕发
展绿色经济，着力巩固传统产业优势，
抓紧构建以特色农畜产品产业链、文
旅康养产业链为支撑的食品健康产业
集群；围绕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以推进
节能减排为重点，抓紧构建以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废弃资源再利用产业链
为支撑的资源利用产业集群；围绕发
展现代能源经济，大力开发以风电、光
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资源，抓紧构建
以风力发电产业链、光伏发电产业链
为支撑的风光源网荷储产业集群，坚
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三是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
民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就是要始终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
识、站稳人民立场，着力解民忧，聚焦就
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与群众息息相关
的重点民生领域，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
务短板。扎实推进城镇棚户区、老旧小

区和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着力纾民困，
持续开展信访问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统筹解决好房地产领域“回迁难”“办证
难”“入住难”等遗留问题；扎实推进农村
户厕问题排查和维修管护，实现好用、实
用，方便群众。着力暖民心，不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
地惠及人民群众，真正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

四是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
团结进步之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
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团结带领全市
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把加强民族
团结融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项工
作。常态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族
工作，结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六进+”活动，自觉从民族工作大局中
去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完善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制机制，引
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
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持续巩
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大好局面。

五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
政之基。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并自
觉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全面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和水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
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队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合力。以市县乡换届为契机，持续推
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
提升基层党组织向心力、组织力、凝聚
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保持积极
向上、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
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能力
素质，确保全市党员干部队伍永葆生机
活力和强大战斗力，奋力谱写乌兰察
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传承红色基因 建设绿色家园
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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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他的致富经，曹凤明脸上露

出了笑容：“像去年我家种的是玉米，
很多人都一块钱一斤卖了，我们一直
存到今年春天才卖，一斤多卖两毛八，
一亩地能多卖五六百元。”

曹凤明家客厅墙上挂着黑白两张
全家福，相框两侧还摆放了两本红色
的荣誉证书，格外引人注目。说到证
书的来历，曹凤明的母亲郑秀花打开
了话匣子：“老话儿说得好，好儿子赶
不上好儿媳。”老人告诉记者，多年前，
曹凤明的父亲得了食道癌，手术后稍
微干硬的饭菜都难以下咽，儿媳柳翠
华每天 4 点多就起床为老人准备米粥、

鸡蛋羹等容易消化的食物，饮食起居
安排得妥妥当当，忙完又和曹凤明一
起下地干农活儿。这样的孝行十几年
如一日，柳翠华也因此被奈曼旗妇联
授予“最美儿媳”荣誉称号。

看着照片中家人们灿烂的笑脸，
曹凤明感慨地说：“党和国家的政策
好，只要肯下功夫，都能靠自己的双手
勤劳致富。”

从黑白相彩色照，不只记录了这
个小小家庭的生活变化，也折射出众
多乡村的发展变迁。一个个像曹凤
明、柳翠华一样勤劳朴实、孝老爱亲的
农牧民，正在绘就一幅幅乡风文明、产
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曹凤明的“土地经”

■上接第 1 版 坚持把加强“五观”教
育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举措，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准确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要求，
不断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的方式方法，扎扎实实的在全社会搞

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构建各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深入呼和
浩特市、赤峰市、通辽市等地进行实地
调研。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
在我区开展民主监督性调研

■上接第 1 版 全面系统排查当前厕
所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分类制定整改
方案，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时间
节点完成整改任务。要积极谋划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认真编制“十四五”
农村牧区厕所改造规划，为改厕提供
科学指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充分发挥农牧民主体

作用，因地制宜、科学引导，探索适宜
的改厕方式和技术模式，坚持质量第
一、进度服从实效，扎扎实实向前推
进，确保新建和改造的厕所用得住、
用得好，农牧民满意，真正让厕所革
命成为群众受益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

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布小林在乌兰察布市调研督导
农村牧区厕所改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