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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来论

□张荣

1921 年 7 月，那个燥热的季节，中共一
大代表们怀揣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
想，汇聚在上海法租界石库门。从此，革命的
星火，燃烧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021年仲夏，首都北京天安门花团锦簇、
旌旗飘扬。百年间，这个创造“地球上最大的
政治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大地取得举世瞩目
的历史性成就。

这一百年，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那
些光芒闪耀的足迹，是历史的启示、生命的启
示，更是理想信念的指引。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奋
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首要的是必须坚定

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
重要论述，再次深刻阐明了强化创新理论武
装的极端重要性。全区上下必须加强科学理
论学习，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
家本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原原
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科学理
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精神上“缺钙”是一切思想滑坡
的根源。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
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上的清醒
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

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奋力走好新时代
赶考之路，必须矢志追求真理。“真理的味道非
常甜”，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
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陈望道
先生留下的经典名言。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
科学思想的伟力，深刻体现在中国波澜壮阔的
百年命运中，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真理的味道
有多甘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有话语
权。时间是真理的挚友，历史是现实的源头。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通向真理的道路”的马克
思主义，将继续指引我们团结一心、奋勇前进。

在革命时代，我们相信，依靠真理的力
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依然相信，依靠真理的力量，可以创造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奇迹。

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来自实践基础
上的创造性发展。“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

则行愈达。”科学理论学习得怎么样，掌握得如
何，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担当作为中得到
体现。内蒙古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
局，加快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
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我国向
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有人说，“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就是
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
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才
能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我们坚信，全区上下稳扎稳打，保持战略
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做好各项工作，必将把祖国北疆这
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信仰的引领，让一切艰险皆成淬炼，一切
磨难皆成锻造。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面对各种
风险挑战，我们更需要鼓起信仰的风帆，矢志
追求真理，强化责任担当，勇战风险挑战，筑
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服务和融入全国
发展大局，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坚定前行、
不懈奋斗。

坚定理想信念 应对风险挑战
——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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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勇

在解放军战史上，陈毅与粟裕，是一对长
期共事、创造了光辉业绩的好搭档。对于粟裕
的战役指挥，陈毅完全折服与信任，而粟裕对
陈毅也极为尊重。1948年，毛泽东决定将陈毅
调离华野，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
委一职。粟裕再三请求继续保留陈毅在华野
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表示自己甘当陈毅的助
手。“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也就成了团结合作
的光辉范例。

人心齐，泰山移。只有搞好团结，才能出
凝聚力、出战斗力；才能出智慧、出成绩；才能
有健康成长的沃土、有成就事业的舞台。懂团
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真团结是大境
界。在团结问题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党性，
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

相互包容是基础。襟怀坦荡、宽厚豁达，
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气度。宽容犹如春天，可使
万物生长，成就一片阳春景象。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合作
共事中万不要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把别人的特
点、个性当作缺点。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多
用宽厚包容之心对待同事，多用换位思考之法
对待分歧。不计过失是宽容，不计前嫌是宽
容，得失不久踞于心亦是宽容。

相互尊重是前提。在工作中，个人意见分
歧甚至有矛盾在所难免，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关键是要以诚相待、相互尊重，认识矛盾。要
本着顾全大局、维护班子团结的良好愿望来处
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本着大事讲原则、小事讲
风格的基调来处理出现的不同意见和矛盾。
只有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尊重他人的人格，尊
重他人的创造，尊重不同的意见，互相支持不
争权，互相信任不猜疑，互相配合不推诿，才会
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九牛爬坡、
个个出力”的强大合力。

相互欣赏是保证。知人者智，容人者达，
欣赏别人者贵，被人欣赏者乐。如果一个人心
胸广阔，凡事能从大局出发，能用欣赏的眼光
看人，就会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亮点和闪光
点，博众之长，群策群力，则能成事。反之，骄
傲自大、目中无人，难以共事，更难成大事。“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只有学会欣赏别人和让别人欣
赏，在相互欣赏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进而同
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升
华团结共事的境界。

岗位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友谊是珍
贵的，而团结是无价的。对广大干部群众而
言，团结既是工作要求，又是干部纪律；既是个
人修养，更是人生境界。开创未来，需要一种
攻坚克难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团结协作的合
力。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事
业上同干，就定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向着
胜利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

最是团结有力量

□山夕

如今，微信成为人们传递信息的重要渠
道。除了日常生活使用，每个人的微信里或多
或少都有几个工作群，在群里发布信息、探讨
工作、交流经验，对于提升工作效率有不少帮
助。

然而，在基层工作中，一些干部生出了微
信依赖症，不论事情轻重缓急，总是依赖于在
微信群里通知。从发布民生信息、宣传创城工
作、开展调研，到统计居民信息、宣传垃圾分
类、动员接种疫苗，都是习惯于在微信群里发
一条信息、“喊一嗓子”就了事，有多少人能看
到消息、有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则不得而知。

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大事小情纷繁复
杂，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有目共睹，但利用微信
群来开展工作也有一些弊端，应引起重视。微
信群里成员众多，一天下来，基层干部发送的消
息经常淹没在众多未读消息中，难免有人注意
不到。微信群里的成员更是无法覆盖所有居
民，很多老人不会使用微信，如果基层干部只在
微信群里发布消息，无形中就忽视了这一群体，
容易形成信息鸿沟。有的基层干部还用在微信
群里了解信息代替实地走访、实地宣传，要求群
众报信息、发照片、填台账，“无为也留痕”。但
要知道，实地走访、入户宣传、发布公告、电话通
知等方式看似传统，却更能让基层干部深入群
众，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微信虽然方便快捷，但它只是了解群众生
活的一扇窗口、一个开展工作的辅助工具，绝
不能成为主要工具，更不能代替线下工作。基
层干部不妨利用微信群多听听群众的“牢骚”、
多看看群众的意见、多关注群众的需求、多解
答群众的疑问，少用微信群布置任务、“发号施
令”，少做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无用功；
不妨与群众多“见见面”，多做些实地工作，多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平
日里与群众相处成“家人”，做起群众工作才有
人听、有人信，有人帮忙、有人配合。

当然，我们既不能因为出现了微信就否定
电子网络运用到政府工作中的作用，又不能完
全依赖电子政务，荒废了与群众面对面的交
流。只有零距离地掌握实情，才能实实在在地
为群众办事，把实事办好。微信归微信，真人
归真人。基层干部在听取网言网语的同时也
要走进群众生产生活，与人民群众一起把实现
美好生活的愿望落到实处。

□乐兵

近日，全国各地纷纷打出系列“组合拳”，
推出“课后服务细则”，以务实高效的举措落
实中央“双减”文件，给广大学生、家长吃下了
一颗减负“定心丸”，也是在新学期给学生最
好的“见面礼”，受到各界点赞。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长期受到各方
诟病。越来越重的书包、遍地开花的培训班，

“课堂不学、课外补课”“校内减负、校外增
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大大加剧了教育
焦虑，压得孩子和家长喘不过气来。针对这
一病灶，从中央到地方没少出政策，如青岛推
行“5+2”模式，长沙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

教学，上海将分类控制作业总量，北京对线上
培训机构重新审批等，可谓精准把脉、对症下
药，减负与治乱齐抓、校内与校外共管，体现
出对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长期抓、管长
远”的思路。

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受教育者是有生
命的个体，有其自身成长的规律，在每个年龄
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需要“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揠苗助长或填鸭漫灌只能是徒劳
无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实“双减”不仅是
给孩子书包减重、给家庭支出减压，更要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
理，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做到应教尽教，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双减”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家长

和社会均是做好“双减”工作的重要责任主
体。各方都要扭转“唯分数”“唯升学”评
价导向，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将学
生从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解
放出来，将本该属于学生自由探索、身心健
康发展的时间还给他们，让孩子们能真正
体会到学习的愉快、童年的幸福，成长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教育事关孩子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做
好“双减”工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需要
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携手、压实责
任、协同配合，形成强有力的合力，坚持系统
思维、综合施策，确保“双减”工作落实落地，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孩子开学最好的“见面礼”

□王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考察
时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地坚
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
魂。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
族用奋斗谱写出了一部部壮丽史诗，每一
次进步都闪耀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从春秋
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两汉时期儒家文化高
度发展；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融到隋唐
时期长安城发展为世界的文化中心；从两
宋 时 期 文 化 广 泛 传 播 到 明 代 的 万 国 来 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印鉴
着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给予了华夏儿女

深厚的精神寄托，见证了华夏儿女对美好
生活的精神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广袤的
中华大地孕育和生长，散发着耀眼光芒。提
起古城西安，就少不了先秦文化、大唐文化，
脑海里立马就涌现出兵马俑、华清池、大雁
塔、大唐芙蓉园等关键词，“长安文化”也融入
了西安的城市发展、融入了西安人民的生活，
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提起“锦官城”成都，三
国文化、茶馆文化会让每一位成都人找到归
属感和认同感。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生活的
载体，而文化就是根植于一个城市的灵魂，见
证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积淀着人们的智
慧、寄托着人们的精神。

文化是城市最为靓丽的名片。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

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
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一个城市的
魅力能经久不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强大力量，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扮靓城市
的发展蓝图，浸润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凝聚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把城市真正建设成为人
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永不过时、永不褪色的，只会在传
承中更加灿烂、更加耀眼。所以更要保护好
那些承载历史的老地方、老物件等文化“记
忆”，进一步讲好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奋斗
故事，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新的生命光彩。以文化温暖人心、以文化激
励斗志、以文化凝聚力量，让中华优秀文化照
亮前行之路。

让中华优秀文化照亮前行之路

莫要安于做“群主”

■一家言

■街谈

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
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 10 项
措施，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从开展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到依法严惩
流量明星的失德失范行为，再到通过制度规定对
流量进行约束引导，相关部门重拳整治乱象，是
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也是对文娱事业健康发展
的保护。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锐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空间廓清

了，阵地清洁了，德艺双馨的娱乐文化队伍也就
指日可待了。

每一分油然而生的正能量，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力量。近日，以“奋斗的人民、奋进的中国”
为主题的中国正能量 2021“五个一百”网络精品
征集评选展播活动暂告段落，1个多月的征集时
间里总申报量已经超过 12.5 万件。一篇篇质朴
的文字、一帧帧感人的画面、一句句真挚的声音，
汇聚成一股焕发精神、浸润心灵的暖流，在网络
世界上潮涌，在现实生活中澎湃。

——据新华网
锐评：在互联网标注出道德观念和精神修养

的“风向标”，会让更多人将向上向善的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夺得 38 枚金牌、32 枚银牌、18 枚铜牌，名列
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名；刷新 4 项世界纪录、创
造 21项奥运会记录、10个小项包揽冠亚军、成功
卫冕 11个小项金牌……在刚刚落幕不久的第 32
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克服了种种挑战，以
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赢得国际社会、
各国选手的关注和尊重，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

——据人民网
锐评：任何的成功都并非偶然，所有的突破

都由汗水浇灌。勤奋刻苦、努力拼搏的奋斗精神
值得我们点赞。

在教育部首场 2021 金秋发布会上，劳动教
育成为关注重点。“体力劳动永远不会过时”“要
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出力流汗、磨炼意志”，引发
各界广泛点赞。

——据《北京日报》
锐评：劳动教育带给孩子们的体验是真实而

鲜活的，在劳动中出力流汗、学习本领，涵养可贵
的同理心，建立正确的“三观”，可能远比“成绩内
卷”更利于他们的成长。

时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福
建农林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调研显示，县域内返
乡创业青年的创业领域大多集中在门槛不高的
创业项目——办养殖场、开小店等。同质化竞争
者越来越多、物料成本不断上涨、价格战愈演愈
烈，成为不少返乡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据《光明日报》
锐评：创业不等于低水平“复制”，需要有热

情更需要充分调研、认真思量，在低门槛中追求
创新创业的高质量。

近年来，“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因其独特新
潮的玩法，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宠”，经营规模
迅速扩大。但一些经营场所往往存在无应急照
明设施、灭火器数量不够、疏散通道不畅通等问
题，加之玩家往往需要在密闭环境停留较长时
间，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据央视新闻
锐评：安全之事大如天。消除安全隐患，娱

乐社交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织密消防安全网，行
业健康发展才会有保障。

你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一名满脸愁容
的老大爷，步履蹒跚地在石榴地里踱步，地上散
布着裂开的石榴，悲情的音乐，配上煽情的字幕

“老爷爷说他家的石榴又大又甜，但今年还没有
人来收购……”这个场景，让很多人想马上下单
支持。事实上，老人从没这么说过，画面、声音是
拼凑的，所谓“滞销”更是无中生有。

——据《新华每日电讯》
锐评：透支社会善意、卖惨带货的戏码早该

凉凉了。

近日，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司长唐芳林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推进草原生态修
复，实施退化草原修复2.3亿亩，提高草原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文/新华社 图/王琪推进草原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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