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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奉贤精彩绽放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奉贤精彩绽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展（一）

编者按：在全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征文活动以来，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广大

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围绕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抒发对党的热爱之情等撰写

了不少主题鲜明、内容深刻的文章。现区委组织部联合奉

贤报社对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刊登，以此推动和激励全区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记党的宗旨，永

葆初心本色，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奉贤落地生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
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这“四
个新”不禁令我深思。作为在“四有
新人”氛围引领下成长的 80 后，在
新形势下该有何新的作为？我认为
就是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

坚守理想信念，做到心中有党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只有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才能在顺境时不骄不躁，在逆境
时不消沉不动摇。我们必须牢记自
己在党旗下的誓言，坚守理想信念，

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
紧守服务宗旨，做到心中有民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经常深
入一线，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群众的口碑，就是
对我们最大的奖杯。坚持把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作为第一标准，切实把实事办到
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恪守岗位职能，做到心中有责
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

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
明政治品格，青年同志尤其要做到
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坚

持通过理论学习、业务培训、挂职锻
炼等形式，将高度的工作热情、科学
的工作态度与实干精神相结合，夯
实理论功底，提升综合能力，成为

“勤学、善讲、会写、能做”的新人。
甘守清正廉洁，做到心中有戒
“德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社会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相结
合，反腐倡廉亦是如此，自律和他律
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廉洁之
本在于自律，自律之道在于防患于
未然。只有心中有戒、心存敬畏，才
能以廉洁的作风、廉洁的形象和廉
洁的品质赢得组织的信赖和群众的
拥护。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一
名基层规划建设者，要做新时期的

“四有新人”，为实现“中国梦”砥砺
奋进。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正在全党全国兴起，回忆过去，对比
今天，展望明天，让我信心满怀。

翻开第一个 1970 年的年终分
红袋，那一年，我们夫妇俩参加队里
劳动日共 695 工，每工分红单价是
0.81元，合计562.95元，加上家里养
猪向队里交猪分得41.72元，全年总
收入为604.67元。而我们全年的总
支出是430.09元，收支相抵实得年
终分红金174.58元。从随后几年的
年终分红袋看，每年的分配现金都
在 190 元至 250 元之内，直到 1978
年年终分配金才突破 300 元关口。
这13年中，我们夫妇俩平均每人每
年出勤342工，一年忙到头，13年的
辛 苦 所 分 得 的 总 收 入 不 足 4000
元。整整13年，我家只置办了两件

“大事”：一是买了一只台钟，二是买
了一辆旧自行车，当初农村生活的
艰苦不言而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改革开放惠及农村。分田到
户解除了过去那种“早上黑隆隆，白
天磨洋工，晚上开夜工”的评工记分
的束缚，让我们农民真正有了自主
权与自由权。

1982 年秋季，我的家乡开始
实行土地承包制，广大农民种田积
极性高涨，经过产业结构不断调
整，农村经济靠着种植黄桃和花卉
等经济作物迅猛发展，再加上国家
减免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我们的
收入得到了稳步增长。过去，谁家
要是万元户就很了不起。如今，一
般性的农家年收入都要达到万元甚
至数万元。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的5年，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
布局，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
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就我们
农民来说，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种
田后继乏人”的局面，政府实施了
土地流转制，让退休老农们既从土
地中解放出来，又确保得到稳定的
土地流转费，这种“不劳而获”的
好政策，真正使农民们在梦里头都
能笑出声来。

如今，党的十九大针对乡村振
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目标，我将继续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发挥余热。

砥砺前行的核心动力是坚持，
共产党人只有守护坚持，才能跋山
涉水、砥砺前行。

我们党带领全国亿万人民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坚持是一种信念。有人曾问邓
小平同志：“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
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说：“跟
着走！”革命战争年代，多少人正是
坚信“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义
无反顾地选择了坚持。脚踏实地，
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
高的理想迈进，必然有所获、有所
成。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
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
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坚强着、坚持着，努力着、
奋斗着。

坚持是一种锤炼。朱德被毛泽
东赞为“意志坚如钢”，南昌起义后
他率部掩护主力部队进军潮汕，恶
战后却传来了潮汕起义失败的消
息，孤军无援该往何处去？生死关
头，朱德在天心圩整顿部队，说明形
势和任务，充满信心地告诉将士们

“要把革命前途看清楚……中国革
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
也是暂时的”。这番士气鼓舞，让革
命的精华保留下来，队伍的面貌焕
然一新。

十九大报告中的十四个“坚
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始终坚守

和呵护着中国共产党无悔无改的初
衷与本色。

坚持是一种精气神。近期，被
媒体屡屡提及的山西右玉县，之所
以能从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
之地”，改造成人民富足、百业兴旺
的“塞上绿洲”，靠的是一批批“飞鸽
牌”的干部们坚强地坚持去干“永久
牌”的事业，是18任县委班子“扛铁
锹、吃炒面、喝泉水”将一张蓝图绘
到底。这种坚强与坚持，透射出的
正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那么一种
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只要坚
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努力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
的新征程和“奉贤美、奉贤强”的战
略目标中，仍然需要激发和坚守坚
强与坚持的精神及作风。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最初，我们的选择都很简单、
很纯粹，然而在时间的长河里，有
些东西，开始变得庸俗而油腻，但
我想，如若初心不改，心中便是一
片晴朗，正如我在十九大精神中学
到的：不忘初心有理想、牢记使命
有本领、勇立潮头有担当！

——题 记
简单地只是想成为“你”——老

师，最初是这样，如今亦是！
读到谢新茂老师的《初中毕业

上师范：教育之大幸与个人之不幸》
一文时，有种莫名的感动。时光荏
苒，岁月的车轮不停滚动，对于当时
的选择我没有后悔！以优异的成
绩，选择了师范，在 15 岁的年纪做
出了职业的选择，只因成为“老师”
对我而言是幸福的。

师范毕业后，我如愿成了教师，
但难以想象，初为人师的第一年，我
被一个个特殊的学生动摇着最初的
选择。静下心来，回想最初想成为
老师的自己,简单又充满力量的“初
心”鼓励着我与“兢兢业业”相伴。
忙碌中，我感受着成为老师的幸福，
也坚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实现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的信念。

纯粹地只是想成为“你”——党

员，最初是这样，如今还是！
工作中，我渐渐接触到一些如

阳光般温暖的优秀教师，他们有着
共同的名字——党员。最初递交入
党申请书，想法很纯粹，觉得党员=
优秀，我也要成为他们！后来，在铮
铮入党誓词中，我更坚定立足岗位、
勤奋工作、奋勇争先的决心。

作为一名党员，我不忘初心，
迎难而上。2012 年我接任的五年
级有两个学习成绩 30 多分的孩
子，大家都劝我放弃，但相信“师
爱”奇迹的我悉心教导。7 个月
后，孩子们进步了，但自己的身体
却亮起了红灯，需要住院手术。一
边是学生，一边是健康，“爱的天
平”不假思索地倒向学生。最终，
两个孩子都以 80 多分的成绩毕
业，看着他们的笑脸，我无比幸
福。2014 年成为学校大队辅导员
后，千头万绪的工作常常让我加班
加点，但想到能指引孩子们在星星
火炬下跟党走，幸福便开了花。

初心不改，所以我能以积极向
上、充满阳光的心态去迎接一个个
挑战，努力成为一名好老师；在教育
的征途中将执著追求的精神植入我
的教育生命，让岁月和青春在为人
民办满意的教育中无憾无悔。

十九大以来，共产党人的“初
心”不断被提及，不断被重复。这份

“初心”，凝结着无数前辈先贤、仁人
志士的魂魄，继续指引着房管人朝
着目标、牢记使命、紧密团结、精诚
合作，不断实践着服务民生、强化管
理、保障有力的基本职能。

服务民生，人民为上
房管工作是最庞杂的民生工作

之一：可能是小区里充电桩有没有
装？也可能是你家水槽有没有堵？
可能是门外的管线，也可能是邻里
的默契。细小到你觉察不出它的存
在，但没有它的时候又感觉充满不
便、寸步难行。

把人民利益置于什么位置，是
考验房管基层工作的试金石。始终

保持赤子之心，始终站在人民的位
置考虑问题，帮助人民解决问题，是
房管工作的“初心”。这是为人民服
务的伟大工程，更是默默无闻的幕
后工作，由无数琐碎繁杂的小事组
成。无需惊天动地，只需从群众的
利益出发，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用
最温暖的行动回馈群众。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房管人面对着高热度命题：“房

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其中包含产业升级和社会治理的难
点和陷阱，稍有不慎，压力就转化成
危机——从未经历，没有答案。而
惟有啃下这堆硬骨头，方能安然度
过急流险滩，实现经济、社会真正的
高质量发展。

践行初心，少不了担当。时代
赋予重担，我辈别无选择，必须砥
砺前行。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房管
人的使命，必然是与一系列难题紧
紧相连，惟有不断奋斗，用披荆斩
棘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努力，久久
为功，方能层层深入，不断积小胜
为大胜。

夯实基础，精准保障
经济发展、资源集中推升了房

价的上涨，底层百姓的居住问题更
需保障。关注底层百姓的疾苦，了
解他们的关切，实现他们住有所居
的梦想和心愿，是房管人不变的追
求。构建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公
租房、动迁安置房“四位一体”的
住房保障体系，是顶层设计，也是
保障住房民生、服务百姓安居的基
础。

不忘初心 做“四有”新人
□奉贤区金汇镇机关第三党支部 姜 妹

从我家的13个年终分红袋说起
□奉贤区青村镇工农村党总支 张士荣

初心不改 幸福不止
□奉贤区古华小学党支部 郭莲丽

唯有谨守初心 方能砥砺前行
□奉贤区史志办党支部 吴建平

常怀初心 不辱使命
□奉贤区房屋权属调查管理中心党支部 周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