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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抓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14日，州民宗
局相关负责人借助民族节日“六月六”的契机到都匀市匀东镇王
司新场片区格多苗寨进行双语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当地苗族群众身着民族服饰，怀着激动的心情围
坐在宣讲员陈明莉身旁，听她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赴
北京参加“七一”庆典的感悟，宣讲内容由有关同志用普通话介
绍，再由苗语老师用苗语进行复述，在听到熟悉的苗语时，苗族
群众听得更加认真。

宣讲现场，还进行了党史知识抢答比赛，群众踊跃参与。活
动中，干部和群众一起跳起了芦笙舞，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苗族群众还用苗语再唱了一遍，将活动推向了高
潮。

当地老党员江元芝说：“今天这个活动太好了，让我再一次
感受到党的温暖，党的关怀。我今年已经 85岁了，获得了光荣
在党 50周年的勋章，还有养老金、高龄补助让我的晚年生活更
幸福，我要永远跟党走、感恩党！”

（本报记者 龙毓虎 实习记者 张雪梨 摄影报道）

州民宗局：

深入苗寨双语宣讲“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7月 15日，在福泉市道坪镇谷龙村，阳戏艺人
在福泉市第七届阳戏文化节上表演阳戏。当日，福泉市第
七届阳戏文化节在福泉市道坪镇谷龙村开幕。来自福泉市
内外的阳戏研究人员、阳戏艺人汇聚谷龙村，开展阳戏理论
研讨、阳戏技艺切磋，展示阳戏文化。据了解，福泉阳戏属
于傩戏的一种，明洪武年间从江浙一带随军入黔。2021年
6月 10日，以“福泉阳戏”为代表的“贵州阳戏”入选国家级
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易盛武 吴儒波 高贵华 摄影报道）

福泉第七届阳戏文化节举行

本报讯 7月 16日，我州首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宣讲在州农林水系统举行。

宣讲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展
开，阐述了“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梳理了“七一”讲话的
重要内容，同时，解读了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
要求，推动讲话精神落地见效。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同总结经验、联系实际、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把学习的成效不断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和实效，用实际行动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
美、产业兴的美丽黔南新未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此次宣讲是全州开展“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的首场集中宣讲活动，将通过领导干部带头宣讲、州
直系统集中宣讲、各部门专题宣讲三种形式引导全州广大党员
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切实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州委各项工作部署上
来，保持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庄
严承诺，进一步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州农业农村局、州水务局、州林业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乡
村振兴局、州生态移民局、州农业科学研究院领导干部、党员干
部聆听宣讲。

（本报记者 石学业）

我州首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宣讲在州农林水系统举行

本报讯 “入驻都匀园区，是我们正确的选择！”贵州绿卡
能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兴奋地说。在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中，都匀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上
门、贴心服务，打通了企业发展的“最后一百米”，为企业做
大做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激发市场活力，都匀市积极创新服务手段，及时了解企业所急
所需，优化服务企业手段，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切实打通服务
企业“最后一百米”。

摸清服务现状，激发市场活力。以建设优质高效的服务型
政府为目标，努力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一步提
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结合干部作风建设促提质增效专项行
动，制定 《都匀市企业测评政府职能部门营商环境实施方
案》，邀请市内87家企业，采取填写问卷方式对市直40家职能
部门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进行测评，
通过测评摸清政府职能部门服务企业的现状，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提供了方向。

加强基层调研，把准服务需求。深入了解企业需求，认真
倾听企业呼声，多形式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工作，多渠道收集企
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方位掌握企业对政府服务的需
求，精准施策为企业提供服务保障。自3月以来，市委常委带
头深入匀酒厂等企业开展调研 20余次，全面了解企业运营情
况，精准把握各企业行业运营过程中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与期
盼，及时协调解决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困难。大数据中心结合党
史教育学习，专题调研神玥公司建设“智慧之城”的进度与困
难，积极搭建桥梁，协同做好需求精确梳理，共同推动都匀市
大数据应用建设。

创新服务手段，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不
断创新服务手段，切实问题“急难愁盼”解决企业。一是积极
搭建“娘家人”平台，制定《都匀市商务局挂点包保服务商贸
企业工作实施方案》，组建“娘家人”服务团队，做好企业

“娘家人”，让企业有人可找、有门可入，从供水、供电、金融
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真心实意为企业出谋划策，用“保
姆式”服务暖心助力企业发展。二是聚焦便企利民，“快”字
当头，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利用政务服务网“互联网+”优
势，着力解决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做到了“一站式服
务”，让企业办事少
出门、少跑腿、好办
事、不添堵，切实打
通了服务企业的“最
后一百米”。

（索恩乾 白玲欧）

都匀：

创新手段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百米”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
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之源。”

2021年7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伟大建党精
神，在9500多万名党员、14亿多中国人民心中激荡起继往开
来、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32个字，浓缩百年奋斗，揭示历史真谛。这是一个伟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史诗，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豪迈宣言。

（一）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云端”举行之际，160
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
和各界代表与会。盛况的背后，是许多人心头普遍萦绕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树高千丈必有根，江流万里总有源。读懂中国共产党，
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必须
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的提炼总结和深刻
阐发，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和起点，揭示了伟大建
党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集中体现了对党的历史、党
的传统、党的精神的深刻论述。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既有深刻的历史基础，又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达到了
一个新高度，对自身性质和宗旨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对自身精神谱系的领悟和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
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丰富和完善，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蓬勃发展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
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
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
可战胜的。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伟大建党精神，高度概括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人们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蕴含
着百年大党依然风华正茂的精神密码。

（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高3米、宽7米的巨幅油画《星火》吸

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画面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0余
名成员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向前行进。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翻开党史，党的先驱
们书写了一个个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感人故事。为了心中
的主义和信仰，他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生死考验不能改其
志，功名利禄不能动其心，千难万险不能阻其行。“石可破也，
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坚如磐石，中国共产党人的拼搏奋斗百折不挠。

思想上的觉醒是真正的觉醒，精神上的升华是真正的升
华。近代以来，在反复比较中，在艰辛探索中，在实践检验

中，中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诸路皆走不通
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认定“马克思的
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
宙的真理”。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带领人民走出一条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认为，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信仰的
“味道”，源于真理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真理，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百年艰辛奋斗，百年沧桑巨
变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上，名为《旗帜》《信

仰》《伟业》《攻坚》《追梦》的五组雕塑庄严矗立，生动讲述着
我们党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将
一个个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岸形象定格在天地之间、铭
刻在人们心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
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运飘摇、民
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
民族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初心因践行而永恒，使命因担当而伟大。从李大钊“新
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愿，到方志敏“我渴望
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誓言；从王进喜“拼命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奋斗，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
他自己”的情怀；从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的剖白，到黄文秀“投身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抉择……一代代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守初心、以奋斗之志
赴使命，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在百年风雨历程中，正是因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中国
共产党人总能坚定“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信心，保持“千磨万
击还坚劲”的定力，激发“勇气先登势无敌”的胆魄，开掘“拨
开云雾见月明”的智慧，在“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征途上勇往
直前……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梅步入人民大会堂时，
她那双布满膏药、托起许多大山女孩梦想的手，令人泪目。
像张桂梅一样，无数共产党员用奋斗的手写下赤诚心声：“有
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
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四）
“因为 1921，所以 2021。”建党百年之际，《觉醒年代》

《1921》《革命者》《红船》等一批影视作品热映。重温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感悟今天一切的来之不易，人们更加
缅怀那些“最早醒来却又最先离去”的先烈们——

“李大钊，1927年牺牲”“陈延年，1927年牺牲”“李汉俊，
1927年牺牲”“陈乔年，1928年牺牲”“蔡和森，1931年牺牲”

“邓中夏，1933年牺牲”……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党的百年历史，就

是一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历史。青史之中，有血泪斑斑，
有苦难辉煌，更有铁骨铮铮。

那是赵世炎“志士不辞牺牲”的坚定信念，是瞿秋白临刑
前“此地甚好”的慷慨从容，是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无畏壮举，是石光银“砸锅卖铁也要把沙子治住”的
顽强拼搏，是黄大发“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忘我奉献……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中国共产党
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
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
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他们
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

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我们党在
奋斗征程中锤炼了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锻造了不惧风
险、不畏强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
浩然风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
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百年斗争史，激荡
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情。

（五）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面向鲜红的
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对共产党员来说，80个字的入
党誓词，字字千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和要求贯穿
其中，召唤着每一个党员“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
治品质。一百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险磨难，没有被困难压垮，
也没有被敌人打倒，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百年党
史，有“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坚毅，有“壮士头颅为党
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有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
气节，有竹签钉入十指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有深藏功名、淡泊
名利的境界……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拼搏与
奉献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对党忠诚，源自坚定信仰；不负人民，发自为民初心。我
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
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人
民幸福，勇往直前以赴之，艰苦奋斗以求之，殚精竭虑以成
之，真正做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千年夙愿、百年梦想，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老百姓过上
了越来越好的日子。“这盛世，如您所愿”——这是人民创造
的盛世，更是属于人民的盛世。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党性和人民性从
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对党忠诚的本质要求是不负人民，不
负人民是对党最大的忠诚。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之心、赤子之心早已融入精神血
脉，成为始终不竭的力量源泉。

（下转第三版）

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
——论伟大建党精神

钟华论

77月月1515日日，，福泉市道坪镇谷龙村福泉市道坪镇谷龙村，，号手在福泉市号手在福泉市
第七届阳戏文化节开幕式上鸣号第七届阳戏文化节开幕式上鸣号。。

7月15日，福泉市道坪镇谷龙村，演员用阳戏腔调歌唱感党恩山歌。

陈明莉与苗族群众谈参加北京“七一”庆典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