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 19日至 2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黔南州
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匀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民革
黔南州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了民革黔南州第五届委员
会委员，通过了民革黔南州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

贵州省副省长、民革贵州省委主委王世杰，民革贵州省委专
职副主委、省政协副秘书长邓文淼到会指导，州委常委、州委组
织部部长郑建国，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黔南州委主委陈有
德，副州长张绍川，州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延学等出席会议。

会上，陈有德代表民革黔南州第四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王世杰代表民革贵州省委在会上作发言，他表示，五年来，

民革黔南州委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中共中央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共
黔南州委、州政府中心工作，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成绩。

王世杰强调，我省“十四五”规划蓝图已经绘就，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已经开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上，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
贵州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勇于担
当作为，认真履行职责，为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续写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助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
未来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郑建国代表州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自民革
黔南州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州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民革中央、民革贵州省委和中共黔南州委的领导下，始终
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
行，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主线，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省、州

“两会”期间共提交议案、提案189件，内容涉及我州经济、文化、
卫生、教育、城建、交通、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为我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石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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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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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伟
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出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一系列伟大精
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书写了一个伟大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史诗。

读懂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7月19
日起，新华社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总栏目下开设子栏
目“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集中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从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出发而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回
溯这些宝贵精神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展现精神发
源地今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民群众精神风貌，彰显百
年大党薪火相传、波澜壮阔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为何饱受磨难而生生不息？为何历经百年
而风华正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目光回望巨轮启航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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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块基石，支撑起100年来党的事业
发展进步的巍巍大厦，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
因、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精神标识。

伟大建党精神，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
之火、长征路上的熊熊火炬、宝塔山上的闪耀红星……薪火
相传，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下转第三版）

精神之源 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

（一）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你诞生在一百年前风雨飘摇，从不怕

迎面而来的浊浪滔滔……我沐浴着新时代
的温暖阳光，从不曾记忆模糊地将你遗忘”，
修葺一新的中共一大会址前，上海小荧星合
唱团唱响一首《百年号角》。悠扬旋律、天籁
童声，穿越百年风雨，唱出薪火相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振
衰微于亡国灭种之际，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建共和于革故鼎新之时，兴百业于一穷
二白之上，倡改革于曲折前行之途，成小康
于砥砺奋进之中，煌煌然成复兴之大气象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无论从
哪个角度来看，都堪称伟大。

百年风雨，多少悲壮，多少豪迈，多少光
荣。

一百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那场从上
海石库门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会议，
尽管当时“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
也没有一点报道”，却成为历史上“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
组织，会发展壮大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

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从当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疑问正在变为赞
叹，时间已经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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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
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
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密码。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
伟大事业。精神的种子里，蕴藏着我们“从
哪里来”的基因，更标定我们“走向何方”的
路标。

1921—2021，一个世纪的伟业辉煌创
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一部精神的史诗壮丽书写。在求索和追寻
中熔铸，在奋斗和牺牲中砥砺，在奉献和担
当中淬炼，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百年征程，

彪炳于万里江山，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
明政治品格，引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航
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二）精神是历史的升华，历史是精神的

展开。
自1840年以降，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

原板荡、百载陆沉，“中国的痛苦与灾难，像
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为了挽救民族
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
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
烟尘。

举目四望，“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
凋敝，亦云极矣”，莽莽神州，谁救中国？环
视四周，“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
处”，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雪夜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
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
来。李大钊同志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涤
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
之青春！”毛泽东同志誓言：“天下者我们的
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

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921 年 6 月 29 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

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
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这5个圆圈，是为了
避免反动派搜查而特意写下，切切而又郑重
地代指“共产主义者”。发端于上海石库门
的“全国共产主义者之招”，如惊雷、似闪电，
划破漫漫长夜。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11 年武昌起义至
1913 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 682
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
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
共产党看上去是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
几乎一无所有”。

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
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
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
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
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
尔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 （下转第二版）

恢宏史诗的力量之源
——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任仲平

本报讯 时下，正是黄瓜采收季节，龙里县湾滩河镇园
区村避雨栽培的黄瓜迎来大丰收。村民们忙着采摘黄瓜供
应市场。

近年来，龙里县湾滩河镇因地制宜，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引进龙头企业带动，大力发展坝区农业产
业。龙里圣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位于园区的龙头企业
之一。公司引进黄瓜新品种实行避雨栽培，亩产量达到1.3
万公斤，主销贵阳市场，供不应求。

基地的蔬菜生产，吸引周边群众务工，每人每天 80元
工资，丰产期每天多达 100多人，增加当地群众务工收入。
同时，公司带来的蔬菜新品种、种植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
式，带动当地群众蔬菜种植技术的提高。

（本报龙里记者站 龙毅 摄影报道）

龙里湾滩河：

避雨栽培黄瓜实现产销两旺

本报讯 7月 20日，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第十八次集中学习。州委书记、州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组长唐德智主持会议。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钟阳，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毅，州政协主席
魏明禄，州委常委参加学习。

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党史学习教育视频《而今迈步从头越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典启示》，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部分篇章。

唐德智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当前
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为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重中之重，做
到认真学、深入学、反复学，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要广泛开展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持续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要严格按照中
央和省委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好专题组织生活会，扎实做
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

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本报记者 张航进 黄颂凯）

州委常委会举行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7月 20日，都匀市“兵校长”集中聘任仪式在匀举
行，标志着我州“兵校长”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全面推
进。

会议介绍了我州“兵校长”工作部署情况；宣读了《中共黔
南州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黔南州教育局关于
州级学校“兵校长”聘任的通知》《中共都匀市委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都匀市教育局关于全市中小学校“兵校
长”任职的通知》；为王焱刚、彭强、邓迅、舒成波、冷冰等 71名

“兵校长”颁发了聘书。“兵校长”代表和学校代表分别作了发
言。

会议指出，“兵校长”工作的推行，就是为了让军人把我党
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传递下去，发挥军人在党史军史学
习教育、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传
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强军根基，帮助广大学生从小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推行“兵校长”工作的重要意义。抓好选育管用，发挥“兵校
长”作用，要强化氛围营造，抓好“兵校长”工作的宣传推介，提
升品牌形象，形成更多的黔南经验或黔南亮点。

州委宣传部、州委政研室、州教育局、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都匀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的有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都匀市有关部门、州级学校
和都匀市中小学校、特殊学校、专门学校等有关负责同志，都匀
市“兵校长”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陈文章）

都匀市举行“兵校长”集中聘任仪式

本报讯 7月20日，州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州
产业大招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
在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开幕式和在贵州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7月 19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
全州上半年产业大招商和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
署有关工作。

州委书记、州产业大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德智主持
会议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领导小组组长钟阳，州人大
常委会主任罗毅，州政协主席魏明禄，州委常委，州政府有关
负责同志，州法院院长、州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会议指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党中
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提出明

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工作实际，进一
步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汲取奋进力量、赓续红色血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
深走实。

会议强调，栗战书委员长在 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开幕式和在贵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是对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有力指导，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认真落实栗战书委员
长在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在贵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巩固我州生态优势，擦亮“生态之州”的绿色底
色，奋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要积极争取支持，切实
解决突出问题，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聚焦聚力“四化”发展，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强化督促检查，做到

“规定动作”到位，“自选动作”出彩，确保工作不跑偏不走
样。要加强专题研究，以推动“四化”为重点，以项目谋划招
引落地为关键，综合施策，精准破题，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取
得更大成效。要加强统筹调度，压紧压实各县（市）和部门责
任，切实做到用数字说话、凭实绩交卷，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聚焦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工作目标，强化
领导带头招商，促进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落实，推动招
商引资次数和成效实现双提升。要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和价
值观，实事求是开展招商引资统计工作。要加强招商引资能
力本领建设，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专班工作的针对性，切
实把突出问题逐一解决。要加强工作统筹，建标准、促规范、
成体系，奋力实现产业大招商新突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记者 张航进 黄颂凯）

州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州产业大招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采摘的工人

采摘的黄瓜销往贵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