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梁家河村袁 大家一定不会陌
生袁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念野要为
人民做实事冶尧开启从政之路的圣地遥 当
年袁做知青的习总书记担任梁家河大队
党支部书记袁为当好野领头雁尧带头人冶袁
牢固树立了野坚定信念尧一心为民尧艰苦
奋斗尧实干担当尧敢为人先尧廉洁奉公冶
的信仰遥 这既与苏区精神一脉相承袁更
是对苏区精神的发扬光大袁已经成为全
国人民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尧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遥 今天的梁家河
也已成为革命老区尧 贫困地区艰苦奋
斗尧摆脱贫困的一个标杆遥 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之际袁我深为习总书记在梁家
河村的为民情怀打动袁更为今后做好脱
贫攻坚汲取了力量遥 习总书记在梁家河
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尧矢志不渝摆脱贫穷
落后的感人故事袁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
励志教科书袁 鼓舞了我的奋斗决心袁为
我们今后的人生和工作指明了方向遥

一是教我信仰坚定不彷徨遥 习总书
记年仅 15岁的时候作为知青到陕西延
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袁面对
陌生艰苦的环境袁不气馁尧不消沉袁积极
阳光地克服种种困难袁始终怀抱初心和
乡亲们打成一片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不断磨砺自己遥 对习总书记来说袁梁家
河并不只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坐标袁更
是一段峥嵘的往事袁它是总书记树立起
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地方袁是为人民做实
事尧做好事的初心所在地遥 习总书记这

种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深深地感动着
我尧启发着我遥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袁就是
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袁为民服务遥 生养
在瑞金这块红色圣地袁 是党培养了我袁
给了我干事创业的平台袁我想我们一定
要信念坚定袁不忘初心遥 时代的车轮滚
滚向前袁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
第二袁人民的生活水平尧生活质量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在一个伟大优秀的政
党领导之下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
不努力工作袁扎实奋斗袁砥砺前行呢钥

二是催我奋发前行不畏难遥 你的干
劲有多足袁取得的成绩就有多大遥 习总
书记从野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十五六岁
孩子冶锻炼成为群众眼里野能吃苦尧干实
事尧好读书的好后生冶袁在这段艰苦的岁
月里袁他养成了脚踏实地尧自强不息尧艰
苦奋斗尧敢做敢为的高贵品格遥 在由衷
地赞叹和敬佩的同时袁不由地想到我任
职的叶坪乡尧云石山乡袁都是地处城乡
结合部袁人口密集袁村情复杂的乡镇袁重
点工程多袁牵涉面广袁社会关注度高袁工
作时常千头万绪遥 以前袁面对高强度的
工作压力袁时常会有厌烦情绪遥 学习了
梁家河精神之后袁深深地为习总书记在
艰苦的环境中带领梁家河群众干事创
业的不屈斗志所折服遥 野志不求易袁事不
避难冶袁困难像弹簧袁你弱它就强遥 今后袁
自己一定要不断加强个人学习袁提高处
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袁不断克
服庸懒散思想袁主动作为袁保持高昂的

斗志袁真正把党中央的惠民政策尧叶若干
意见曳 给老区人民的关心关怀落到实
处袁让身边的群众一个不掉队袁共同迈
上小康之路遥

三是促我尽忠职守不懈怠遥 20 岁
那年袁 习总书记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
记袁和社员一道打井尧淤坝尧修公路袁创
建铁业社发展生产袁带领大家开挖出全
省第一口沼气池袁 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尧
做饭遥 在艰苦的环境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袁 春风化雨般地改变着梁家河的面
貌遥 野欲当大任袁须是笃实冶遥 乡镇是抓
好叶若干意见曳落地生根尧开花结果的
第一线遥 如今袁 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
野啃硬骨头尧攻坚拔寨冶的关键期袁帮助
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尧 改善民生尧早
日实现 野中国梦冶袁 需要我们在精准扶
贫上野想办法尧出实招尧见真效冶遥 要认
真向梁家河学习袁立下愚公志袁打赢扶
贫攻坚战遥 习总书记说院 小康不小康袁
关键看老乡遥 在新一轮扶贫开发的关
键时期袁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袁更应发挥
创新思维袁谋发展尧惠民生尧保稳定袁通
过产业扶贫尧 旅游扶贫尧 项目扶贫尧教
育扶贫尧就业扶贫尧电商扶贫等袁千方
百计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袁带领全
乡群众脱贫致富遥

四是令我荣辱不惊有定力遥 野深入
基层不放松袁立根原在群众中曰千磨万
击还坚韧袁任尔东西南北风遥 冶这首古诗
经过总书记稍加修改袁充分体现了总书

记上山下乡的踏实朴素作风遥 这种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习总
书记求真务实袁实实在在袁不计较个人
得失的高贵品质遥 乡镇工作环境复杂袁
在与老百姓打交道时袁难免会遭受一些
难以忍受的委屈袁群众对工作的不理解
不支持也是常有的事袁每当这时我就想
起党带领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袁
想起我们的总书记踏石留印不畏难的
铁汉作风袁很快我就调整好心态袁换一
种思路解决好问题袁争取绝大部分群众
对工作的认可和支持遥 是的袁习总书记
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袁 只有不计个人得
失袁淡泊名利袁扎根群众袁才不会心为物
役尧心为利累尧心为权绊袁在名利浮华中
不会迷失自我尧迷失方向袁更不会弯曲
脊梁尧丧失初心遥 只有做人做事实实在
在袁才能真正树立起干部的良好形象遥

我深知袁人生的路还很长袁人生的
困难还会遇到许多遥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袁 在梁家河精神的照耀下袁我
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袁 以踏石留印尧抓
铁有痕的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袁在市委
市政府奋力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模范征
途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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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6日袁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交了
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遥 其中袁将野倡导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纳入宪法袁体现了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袁 有助于巩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
础袁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遥

人无德不立袁国无德不兴遥党的十八大创
造性地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把国家尧社会尧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
求融为一体, 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
度,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治国
理政的各个环节尧浸润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遥八
项规定尧野三严三实冶专题教育尧野两学一做冶学
习教育袁让领导干部带头走正路尧干正事尧扬
正气袁激发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氛围曰航空
英模罗阳袁野燃灯者冶邹碧华袁野太行新愚公冶李
保国袁一个个时代楷模袁照亮了社会的价值星
空袁也指引着见贤思齐的航向遥 内化于心袁外
化于行袁让 13亿中国人人人参与尧全民行动袁
才能迸发出核心价值观的蓬勃生机遥

法律法规是推广核心价值的重要保证袁
小到行为规范尧村规民约袁大到机构改革尧法
律制订袁思想价值要在社会存在中找到基础袁
就必须被制度化尧规范化遥只有把核心价值观
这一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上升为法律规
定袁并由宪法确认袁才能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
范尧引领尧推动尧保障作用袁才能更好地为培育
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法治环境遥

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曳中袁就要求野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尧 依法执政尧
依法行政实践中袁落实到立法尧执法尧司法尧普
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冶遥 十九大报告更进一
步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遥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遥 野根本大法冶对思想道德的
规定折射出每个时代的最强音袁 但一脉相承的是个人成
长与国家发展的统一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就必须把个人梦尧家庭梦融入国家梦尧民族梦之中袁让中
国精神尧中国价值尧中国力量在每个人身上彰显尧发扬遥

任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袁 要坚
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尧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的体制机制弊端袁 围绕推动高
质量发展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袁
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袁 合理配
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袁 深入推进
简政放权袁 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
体制袁 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管理体制袁 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
制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袁提高行政
效率袁全面提高政府效能袁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遥

建设野服务型政府冶提出了多
年遥 近年来袁更是愈发明确有力袁
掷地有声遥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
出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尧政资分
开尧政事分开尧政社分开袁建设职
能科学尧结构优化尧廉洁高效尧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遥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袁转变政府职能袁深化
简政放权袁创新监管方式袁增强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袁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遥 如今再次强调
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冶袁

足见决心和定力遥 野人民满意冶尧
野服务型冶袁两个关键词袁有目标有
路径袁 清晰勾勒出新时代政府建
设追求的形态遥

发展不停步袁改革不止步遥当
前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
了新时代袁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也已发生了转化袁国内外形势也
和过去不一样了遥 这样的现实背
景袁 无疑对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同时袁
也明确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坚持把人民
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建
设成效的根本标准遥

事实上袁回朔历史袁改革开放
以来的几十年袁 也是我国政府职
能转变的几十年遥 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 我国政府职能正加速积极向
服务型转变袁政府在推动经济社
会尧人民福祉尧公共服务等领域取
得了诸多成就遥但同时也要看到袁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
在遥 因此袁明确奋斗目标袁拿出清
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袁 保持不断
改革向前的勇气尧魄力和担当袁很

重要遥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袁 就是勇气尧 魄力和担当的体
现袁就是要让人民野看得见尧摸得
着冶遥只有不断提升政府效能和行
政效率袁转变政府职能袁才能实现
野幼有所育尧学有所教尧劳有所得尧
病有所医尧老有所养尧住有所居尧
弱有所扶冶曰只有依法明确政府职
能袁理顺政府与市场尧与社会的关
系袁推进深化简政放权尧创新监管
方式袁 才能为人民提供出更高效
优质的公共服务袁不等不拖尧言出
必行袁人民才会对政府更满意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党的根本宗旨袁 也是各级政府的
根本宗旨遥 不论政府机构怎么调
整袁 政府职能怎么转变袁 任何时
候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尧
不会变遥 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袁积
极作为袁 赏罚分明袁野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
型政府冶就
一定能够
早日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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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梁家河 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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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要“看得见摸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