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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西柏坡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郭秀丽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要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
办好
自己的事，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就要传承红色
基因，
赓续西柏坡精神。
在新征程上，赓续西柏坡精神，就要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民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站
在人民立场上，
不脱离不动摇这个立场，
是共
产党人牢记初心、担当使命的根本立足点。
西柏坡时期，
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
取得
战胜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一个又一个胜
利；
为了人民，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农民获得
土地。正是有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的根本立场，
党和人民、
军队和人民才得以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最终打赢了
一场空前的人民战争。进入新时代，
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更要把人民放在治国理政的最高位置，
更要
体现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评
判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
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
程、
各方面：
经济建设要更加注重提高人民的
物质生活水平，
政治建设要更加注重用健全
的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文化建设要
更加注重满足人民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
化需求，
社会建设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

西柏坡时期，在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精神指引下，不畏国民党军队
物质方面的强势，以坚定的必胜信
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三
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建立新中国
的决定性基础。

生，
生态文明建设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对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在新征程上，赓续西柏坡精神，就要敢
于斗争、
敢于胜利。西柏坡时期，
在革命理想
高于天的精神指引下，
不畏国民党军队物质
方面的强势，
以坚定的必胜信心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
赢得三大战役的胜利，
奠定了建
立新中国的决定性基础。进入新时代，
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了许多新要求，
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了许多新矛盾、新挑
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发
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我们党要团
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就必须进
行新的伟大斗争。因此，
不论是哪个岗位、
什
么职务，
都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
有
善于斗争、
善于胜利的能力和智慧，
能经受严
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能应对
复杂严峻的斗争，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
无愧于时代的新赶考之路答卷。
在新征程上，赓续西柏坡精神，就要
始终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的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
全面擘画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面
对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同志站在

历史观照未来的高度，提出“我们不应当骄
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
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
只 是 事 情 的 开 始 ”的 要 求 ，向 全 党 发 出 警
示，要求全党不要被当前的胜利冲昏头脑，
要坚决克服掉因为胜利而可能出现的骄傲
情绪，要戒骄戒躁，始终绷住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这根弦，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新中
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成
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
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我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发展质量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
生领域存在短板，社会文明程度尚需提高
等不足和问题制约着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深
入。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认识发展成绩、
增强发展信心的同时，还必须保持“赶考”
的清醒，必须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持续发力，
持续用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补齐短板弱
项，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问题，不断开辟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前景。
在新征程上，
赓续西柏坡精神，
就要不断
强化规矩意识、看齐意识。1948 年 11 月 11

日，
毛泽东同志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出，
我们的口号是：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
这是毛泽东同志
在面临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
倒国民党”
的革命形势下，
又一次警醒全党
全军要加强纪律性，
以达到全胜的目标。在
西柏坡时期，
中央颁布《健全党委制》
《党委
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
重新颁布《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要不断立规矩，讲
看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推进党内
法规建设，就是立规矩、讲看齐的最好实
践。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
的新任务，就必须有铁的纪律，用铁的纪
律保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征程
上，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新任务，就
必须坚持“两个维护”，用看齐意识不断增
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这样，
我们
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才能团结人民，
引领人
民，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强领
导核心，
不断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
新活力，
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时代伟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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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23 日 ，党 中 央 离 开 西 柏
坡。在这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
孕育形成了以
“两
个务必”
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又一个
伟大精神，
也是新时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的不竭精神动力。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是 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
前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的一句感慨。
“过去一
百年，
中国共产党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
优异的答卷。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新的赶考之路。”这是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又一个战斗号角。今天
的中国，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这是在
“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
和
“艰苦奋
斗”
赶考精神的指引下，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
过持续奋斗而取得的一项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成就。这是对毛泽东同志
“两个务必”
告诫的
最好告慰，
是西柏坡精神赓续和发展的最具
历史意义的实践成果。今年，
我们开始实施
“十四五”
规划，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新的征程上，
要统筹中华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
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
“赶考”精神。

正是有了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
民的根本立场，党和人民、军队和人民才
得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最
终打赢了一场空前的人民战争。

辽沈战役

。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郝雪莲

通讯员

刘思扬

基层声音

□本报记者

白亚梅

奋进新征程

基层声音

郭洪申

7 月 1 日那天早上 8 点，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全体党员干部早早来到了
文化中心礼堂，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直播盛况。
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深刻感受到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
史使命，激发出改天换地的精神伟力。现场的每个人都心潮澎湃，米燕芳
就是其中的一位。
回想起当天的情景，米燕芳难掩内心的激动。不知不觉间，米燕芳已
经在乡镇工作近 8 年的时间。作为一名革命老区的基层公务员，她时刻能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
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有着同
样的初心和使命，激励着她永远坚守入党誓词，勤勤勉勉为基层老百姓服
务。
“我们已经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将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接好时代赋予我的接力棒，将自己余生奉献在这片热土上，从群众‘急
难愁盼’的事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始终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
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
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乡村振兴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米燕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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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托克前旗，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激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
生产生活热情和信心，当地农牧民、村干部纷纷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讲话
精神。
李彦宽是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的脱贫户，2017 年经过帮扶摆
脱了贫困。这两年，他靠发展种植业成为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今年，李
彦宽与村里签订了脱水蔬菜订单，种植了 60 亩辣椒、500 亩萝卜，同时带着
村里上百户村民参与到村集体的脱水蔬菜项目当中。李彦宽高兴地说道：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始终记挂着基层群众的
生活，作为各项扶贫、惠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一定要发挥好示范户的带
头作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麻黄套村为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引
进了三牛脱水蔬菜厂，帮助当地村民调整种植结构，解决蔬菜销路的问
题。这几天，村干部们每天都在工地查看工程进度，确保在瓜果蔬菜丰
收的时候能够准时投产。麻黄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韦园告诉记
者，作为一名村支书，他要走的“长征路”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要
有新作为。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人民政府干部萨如拉达来告诉记者：
“ 现在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我们要弘
扬西柏坡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奋斗。”

紧握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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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做好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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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铭记心间

□本报记者

站在新起点
实现新进步
巴依斯古楞

通讯员

左鸿飞

“站在新起点，多伦县力争到 2025 年通过实施林业
草 原 重 点 生 态 建 设 工 程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39.6%，形成比较稳定的生态防护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
草产业体系。大地山清水秀，农民持续增收，真正让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多伦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军
说。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激励着多伦县的
干部群众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张军说：
“ 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着我们干事
创业，我们国家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西柏坡精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做
好自己的事。”
多伦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按照“五
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以“一体两翼”绿色发展战略为
目标，坚持因地制宜、生态优先的原则，不断实现美丽
与发展的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