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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 真抓实干
——各地党员干部加强作风建设担当作为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脚踏实地 勇担使命

暴雨突袭，山洪暴发。“全体紧

急集合，准备抗洪抢险，保证人民生

命安全。”6 月 23 日凌晨 2 点半，湖

南省怀化市洪江区桂花园乡党员干

部在乡政府集合，第一时间赶赴抗

洪一线救助受困群众；

生命至上，全力以赴。6月以来，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市 9 万

余名市、区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党员干部下沉社区，41万在职党员

回社区报到，顶住高温连续作战，即

便全身湿透仍坚持在抗疫一线；

……

人民至上！这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矢志奋斗的初心，是党做好一切

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广大党员

干部如何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如何维护和保障好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广大党员干部要紧紧依靠人

民，发扬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展现出

的 精 神 面 貌 ，真 抓 实 干 ，奋 力 拼

搏，敢于负责、敢于斗争，敢于克

服困难去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奋人心、催

人奋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把使

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奋发

有为、务实担当，进一步加强作风建

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以苦干实干

服务群众，形成披荆斩棘、攻坚克难

的磅礴力量。

舍我其谁，关键时刻冲

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三级响应，二级响应，洪水漫过

公路……6 月 22 日，重庆綦江区綦

河遭遇 1940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

水位一度达 227.6 米，超保证水位

5.1米，地势低洼、常住人口超2万的

文龙街道菜坝社区情况紧急！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发起冲锋。

“班子成员到责任区，工作人员到楼

栋，网格员到户，党员冲在最前面。”

街道党工委一声令下，1100多名干部

火速驰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当

日下午洪峰过去，群众安然无恙。

洪水退去，新任务接踵而至。为

了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街道

党工委书记周方华组织 12 支党员

突击队共248人，奋战五天四夜，共

清理 1.5 万余吨淤泥，同时抢修水

电。6月 27日，菜坝社区居民全部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一所小学的 2299

名学生也恢复上学。

哪里群众有需要，哪里就有共

产党员的身影。危险来临时，他们毫

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尽己之力守

护一方群众平安。

6月25日凌晨2时许，强降雨袭

击江西芦溪县新泉乡，雨量达 210

毫米，24小时最大降水量超有记录

以来极值。杨家湾村 60岁的村支书

徐德纯彻夜未眠。夜里2点多，他来

到位于堎下村的杨家湾移民安置

点，这里地势低，又靠近新泉河岸，

徐德纯独自守着，并安排其他村两

委成员做好救灾工作，眼看河水上

涨，他 3 点多又挨家挨户敲门通知

村民转移……

风里雨里，共产党人冲锋陷阵，

组成一道道守护群众安全的铜墙铁

壁。贵州绥阳县动员全县 668 个基

层党组织和 1万余名党员带领群众

投入防汛一线，在水库、塘坝、河道、

公路、山脚等防汛一线，鲜红的党旗

高高飘扬。广西永福县建立 24小时

全天候党员战斗值班制度，堡里镇

九槽村、河东村受灾严重，交通几乎

瘫痪，镇里成立两支党员运粮先锋

队，共运送粮食500多袋，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真心感谢你们！”村

民们道出了心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抗击疫

情一线，广大共产党员把初心使命

写在行动中，落实在为群众生命安

全保驾护航上。

每天睡眠不足 5 小时、最长时

间要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七八个

小时……这是北京市朝阳区疾控

中心的张芳蕾这些天的工作状态。

连日来，“90 后”的她奋战在抗疫

一线，每天到市场超市做环境采

样，对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详细

流调，梳理汇总数据上报，联系疫

情防控相关各方，繁琐的工作让她

吃饭都同打仗一样。但她无怨无

悔。“身为党员，就要时刻准备着，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张芳蕾坚

定地说。

许许多多的普通党员像张芳

蕾一样，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吉林

省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 15 个检

查站的岗位上，党员干部身穿防护

服，胸前统一佩戴“党员先锋”标

志，不顾高温，做好测温、扫码、登

记等工作；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隔

离病区临时党支部的 54 名党员全

力以赴救治患者，收治的 71 名新

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治愈出院率

100%……

一次次大战大考，是对广大党

员初心使命的实战检验。在抗洪抢

险一线，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在组

织复工复产最前沿，处处涌动着红

色的力量。形势越是严峻复杂，共产

党人越是奋勇向前。他们挺身而出，

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担当，肩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成为群

众生命安全的守护者，成为群众身

边最贴心的人。

（下转2版）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连日

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

校区内一片沸腾，激动之情写在师

生们的脸上。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

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

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

殷切期望。

克拉玛依，这块曾经的戈壁荒

原，建成了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

级大油田，崛起了一座文明和谐宜

居的新城。

2015 年 10月，教育部批复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建设克拉玛依校

区，2016 年起面向全国招生。今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迎来首届毕业生。在即将离校之际，

118 名选择留在新疆基层的毕业生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大学

四年学习和思想上的收获，表达了

扎根西部、建设边疆的坚强决心。

◎“不畏艰难险阻，勇
担时代使命”

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

记陈全国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

拉玛依校区与学校师生共同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并主持召

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意见。

“没想到能收到总书记的回信，

我们太激动了！”石油学院石油工程

专业 2020 届毕业生王怡凝说，“总

书记的回信更加增添了我们的决心

和信心，我们将不畏艰难险阻，勇担

时代使命，建设大美新疆。”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

人生！”石油学院资源勘查工程专业

2020 届毕业生丁贵阳说，总书记的

回信让他更加明确了肩上的责任与

重担，青年人要到基层去、到一线去、

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在为祖国和人民的

真诚奉献中，青春将更加绚丽。”

“读了总书记的回信，我们深受

鼓舞和鞭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石

油工程学院教授高德利说，总书记

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磨练，在艰

苦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新疆办学的

重视和支持。“希望更多高校到西部

办学，共同为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贡献力量。”

◎“立志同各族群众一
起奋斗”

在回信中，总书记勉励大学生立

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成为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

坎儿上！”新疆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专业 2020

届毕业生翟新明，去年曾在阿克苏

地区乌什县“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实

习了近一年时间，目睹了南疆发生

的巨大变化。“基层呼唤大学生，这

里也是我们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

舞台。我将扎根新疆，奔赴基层，让

青春之花盛开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

“总书记在回信中对我们提出

了殷切期望，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

层、服务基层的决心。”阿克苏职业

技术学院护理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夏依达·热合曼已经在新和县人民

医院从事护理工作。“今年无数医务

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舍小家为大

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我很受感动和教育。

我要牢记总书记的话，干好本职工

作，为患者提供贴心的服务。”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

学院环境科学174班的艾尼卡江·阿

布都古力，将在明年夏天毕业，已经

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我立志同各

族群众一起奋斗！今后我将脚踏实地

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磨砺青春、

历练人生，扎根边疆、奉献基层，用所

学的知识服务新疆各族群众！”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总书记的回信深深鼓舞了广大

扎根边疆、奉献基层的青年才俊。他

们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不忘初心，奋发有为，建设美

丽新疆。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是对当代

大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对我的鼓

舞和鞭策。”和田地区于田县教育局

党组书记骆洪梅曾是第一批“大学

生西部计划志愿者”。2003 年，她从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系林学专业毕业

后，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像一棵大漠

胡杨扎根在昆仑山下。“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切实教好书育

好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

乐于奉献的新时代合格青年。”

“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光彩。”吐鲁番供电公司的“90

后”小伙丁宽前，不久前到喀什叶城

县西合休乡，参加了向喀喇昆仑山

最后一个不通大网电的乡成功送电

的仪式，目睹了党的惠民政策给各

族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作为一名西部建设者，我将牢记总

书记给广大高校毕业生的寄语，努

力发挥自身专业特长，为建设新疆

贡献力量。”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我们要

充分认识当前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姚强表示，“高校要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将理想信念

教育和毕业生就业观教育相结合，教

育引导毕业生充分发挥‘胡杨精神’，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之中，成为热爱边疆、建设边疆、守

护边疆、奉献边疆的生力军。”

（《人民日报》杨明方 阿尔达克
李毅克）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宣讲活动在乡村启动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

于文静）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按照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近日在乡村正式启动。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11日介绍，

此次宣讲活动将以各地市、县为主组

织开展，将与“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相结合。

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忆感人瞬间”“话

发展成就”“晒幸福生活”“讲奋斗故

事”“谈未来梦想”五个方面内容展开；

分“各地制定宣讲方案”（7月上旬）、

“全面开展各级宣讲”（7月中旬至8月

下旬）、“线上推送和专场宣讲”（9月

上旬至10月上旬）三个阶段进行。

据悉，从农村基层一线工作者、

“三农”战线杰出代表、贫困村干部群

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创业农

民工等群体中产生的宣讲员，将深入

农村社区、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亲身经

历的农业农村的发展变化，讲述切身

体验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广大农民

群众真切体会党对亿万农民的深切

关怀，以及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家发展改革

委紧急下达3.09亿元

救灾应急资金支持暴雨

洪涝灾害地区抗灾救灾

◎国家防办、应急

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向江西调拨

防汛救灾物资

◎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我国有2.6万

家助产机构、超20万产

科医生保障全国母婴

安全

◎文化和旅游部

开展 2020 年“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征集与扶持

近日，新疆裕民县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小学生暑假社会实践

活动，带领小学生深入农村、走进田间，

体验和感受农民劳动的辛苦和丰收的快

乐，学习农业知识，通过劳动实践充实暑

假生活。图为参加暑期劳动实践活动的

小学生在田间地头参与劳作活动。

杨化光 摄

暑假劳动实践

收获多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
已惠及贫困人口
超95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记 者

孙少龙）记者 12 日从中国扶贫基金

会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6月底，由中

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蚂蚁

金服保险、支付宝公益共同发起的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已

签约四川、贵州、云南等 12 省份 80

县，项目投入资金规模达28742.96万

元，为954.19万人次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提供健康保障。

据介绍，“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

自2017年 7月发起，为现行贫困标准

下建档立卡贫困户中18至 60周岁的

主要劳动力提供公益补充医疗保险

保障。到 2020 年 6月底，项目已累计

理 赔 94833 人 次 ，理 赔 金 额 达

15386.28 万元。到 2020 年底，该项目

预计将为全国 1000万人次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健康保障。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刘文奎表示，“顶梁柱”公益保险

项目将健康扶贫与公益保险相结合，

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为因病致贫、

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及时有

效的健康保障。下一步，中国扶贫基

金会还将对保障方案进行优化升级，

争取让更多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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