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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沙龙
滩大草原上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骑
着一辆摩托车，16年如一日，驻守平
均海拔 3500米的黑河源头无人区，守
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16
年里换了 3 辆摩托车，每台摩托车骑
到报废为止。按照一个月平均巡护 20
天，每天往返 40公里计算，16年累计
行驶里程约 16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
道 4圈。叶金俄日夫妻二人 16年的坚
强守护，其信念来自对故土的感恩之
情，更来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

“国之大者”，明确要求对“国之大
者”要心中有数。“国之大者”是事关
人民幸福安康、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
事，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
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我们只有时刻
牢记“国之大者”，才能观察问题有高
度、分析问题有深度、解决问题有力
度，才能把准方向、保持定力，抓住
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对“国之大者”，我们
要深刻领会领悟，提高政治判断力、
融会贯通提高政治领悟力、对标对表
提高政治执行力，关注党中央在关心
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
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
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做到党中央提
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折
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
大者’。”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理解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辩证关
系，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
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对“国之大者”我们
除了要心中有数，还要真抓实干，勇
践于行，让“国之大者”贯穿于工作
的方方面面，不断推动党和人民的事
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雷欣钰

心怀心怀““国之大者国之大者””
争做争做““行之实者行之实者””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
政治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
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
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
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
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
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
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为我们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
动指南。

我们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
时代 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山河
为证，岁月为名。走过过去五年和新
时代非凡十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
祖国同频，与时代共振，我们阔步行
进在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青海篇章的征程上。只有牢牢把握
过去 5 年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
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
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历史
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
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
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
践结出思想硕果，实践需要思想引
领。只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做到知其

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我们才能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
理学理哲理，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贯
彻落实到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全
过程。

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
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
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
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只有牢牢把
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使命任务，我们才能始终把国
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坚定信心、守正创新，
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中国
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核心力量，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

二个答案，是贯穿于社会革命全过程
的强大动力。只有牢牢把握以伟大自
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
求，我们才能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
醒，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
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
要求。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
伟业的必由之路，只有牢牢把握团结
奋斗的时代要求，始终同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才能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形成同心
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亿
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思想旗帜引领航向，新的征程
催人奋进。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热潮已经在青海大地掀起，让
我们以“五个牢牢把握”感悟其中
蕴含的强大思想力量，学深悟透笃
行，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
作作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青海篇章。

秦 睿

以以““五个牢牢把握五个牢牢把握””
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如何在
基层迅速掀起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热
潮，让群众坐得住、听得懂、学得会，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更考验着每名宣讲
人员的“手艺”。

基层群众存在年龄、文化程度、学习
习惯等差异，需要每名宣讲人员先学一
步、学深悟透，化繁为简，把二十大精神
转化成“群众语言”，让宣讲带“乡土气”，
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要化繁为简，多说“群众话”。党
的二十大精神主要体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里，报告内容信息量巨大。如何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原汁原味”传递到
基层群众心中，要从人民群众立场出
发，找准群众最关注的点，把二十大精
神中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面逐一列
出来，把二十大精神“官方语言”转化
成“群众语言”，让“高大上”的内容“接
地气”，才能真正让宣讲在群众中形成
共鸣，达到“入脑入心”。

要通俗易懂，会说“群众话”。宣
讲内容“接地气”只是完成了宣讲的前

期准备工作，如何讲好才是关键所
在。宣讲人员要走出去，到基层去，到
群众身边去，去与群众打交道，去了解
他们所思所想，去学习他们的表达方
式，去学说群众话，有感而发，不照本
宣科，用朴实的语言讲群众常讲的话、
愿意听的话、听得懂的话，不讲官话、
大话、套话、空话，群众才会坐得住、听
得进去。

要灵活多样，善说“群众话”。实
现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全覆盖入脑入
心，就要从形式上创新，多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善说“群众话”。整合各
地党建网站、党建电视栏目、微信公众
号、远程教育站点、农民夜校等“线
上+线下”党员教育资源，灵活采取广
场小区“定点式”宣讲、送学上门“入户
式”座谈、举办乡村舞台“展演式”活
动、定制教学课程“菜单式”选学、发放
口袋书“分享式”自学等“传统+创新”
的宣传方式，不断满足基层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群众的学习需求，才能真正
把群众吸引过来，让他们静得下心、坐
得住、听得进去、学有所获，从而进一
步增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心和决心。

宋 福

宣讲二十大精神宣讲二十大精神
要说好要说好““群众话群众话””

位于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县是重要河流—湟水河的发源地，也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
今年54岁的野生动物管护员尕布藏，家住甘子河乡尕海村，这里距离青海湖仅几百米。从
15年前开始，尕布藏边放牧，边守护这里的野生动物，这些年他陆续救助数只中华对角羚、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等珍稀动物。这些年青海湖随着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示范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示范区等的建设，尕布藏在巡护中发现，野生
动物的踪迹越来越多，青海湖流域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极大地推进了环湖地区生态质量。

图为尕布藏辅助受伤的黑鹳行走。
文/本报记者 丁玉梅 图/通讯员 尕布藏提供

守护野生动物 守护美好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不
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
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理想信念是灯
塔、是方向，是我们干事创业的动力源
泉，作为新时代年轻干部要用理想信
念筑牢“信仰之魂”，践行“为民之心”，
坚定“行动之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懈奋斗。

筑牢“革命信仰高于天”的理想信
念，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心中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曾走过崎岖不
平的道路，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用
生命奠基立业、用信念开天辟地，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衰败凋敝
到欣欣向荣，从战火纷飞到国富民
强。从成立初期的 50 余名党员到成
为拥有 96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
大执政党，我们见证过鲜血与热血、见
证过汗水与泪水，作为新时代年轻干
部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对党忠诚转化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行动自觉，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
署，维护党的权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

践行“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之
心，永葆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宗旨。我党始
终在坚持人民至上、践行为民初心的
实践中不断探索，克服困难、创造条
件，凝聚人民智慧、依靠人民力量、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
代年轻干部，要常站在群众的角度思
考问题，在推心置腹中了解民意，理清
群众所急所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跟
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将工作做到实
处，把为民初心贯穿到为人民办实事、
谋福祉的生动实践中。

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行动之
力，永葆干事创业的激情追求。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百年来，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
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
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
荣富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新时
代年轻干部，必须要砥砺“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决心，以“肩扛千金，背负万
石”之气概，用干一件成一件的执着韧
劲，不断发扬实干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主动请缨到一线经受历练，在风雨
中真刀真枪地经受摔打，保持战略定
力和必胜信心，书写干事创业新篇章，
担负起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
命。

那旭昇

用理想信念用理想信念
““铸魂铸魂”“”“践心践心”“”“定力定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鲜明、思想
深邃，把握世界之变，引领时代之变，
揭示历史之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行动纲领。广大组工干部应自
觉绷紧讲政治之“弦”，时刻校准讲政
治之“标”，主动落实讲政治之“责”，积
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新
时代组织工作守正创新。

要在真学中促深化。党的二十大
报告字字千钧、句句铿锵、事事振奋，
以高远站位擘画未来发展，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
略、重大举措。广大组工干部必须深
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作出的
新要求和新部署，持续抓好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引
导推动各级党组织集中精力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要在真信中促消化。党的二十大

报告全景回顾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
的伟大变革，昭示我们要从党的百年
奋斗中汲取前行力量，把握责任担
当。广大组工干部必须心系“国之大
者”，时刻坚守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政治
路线的基本定位，涵养组织任务服从
政治任务的高度自觉，在服从和服务
大局中抓教育提素质、选干部优班子、
强基层打基础、育人才聚贤能，把组织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
化为发展活力。

要在真用中促转化。党的二十大
报告鲜明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
党的使命任务，对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
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了前瞻性研究、
系统性谋划和战略型布局。广大组工
干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
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强
化求解思维，不断优化工作理念、思路、
机制、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制度创新，使组织工作更好体
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始
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林建治

以真学真信真用以真学真信真用
推动组织工作守正创新推动组织工作守正创新万事皆有初，欲善终，须慎

初。慎初，即戒慎于事情发生之
初，是一种人格的自省。苏轼在

《思治论》中指出：“其始不立，其
卒不成”。明朝名臣王延相也提
到：“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
失足”。这说明，为人为官，都必
须做到慎初慎始，倘若不能，就会
一失足成千古恨。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
以千里。”慎初，是戒慎于事情发
生之始，一经发现不良思想苗头
和出格行为，便自觉积极抵制，
避免误入歧途。很多时候的“第
一次”伸手，就像窗户纸被捅出
了一道裂纹，如果及时发现并修
补，便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如
果对这道缝隙视而不见，或者不理
不睬，不闻不问，任其发展下去，
很快就会导致“破窗效应”，此
时，就不再是“一道缝隙”的小问
题了。

能否做到慎初，是对党员干部
政治能力、党性修养和思想品德的
考验。“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
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一旦有了

“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
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
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
罪。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做到慎
初，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时刻保
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定理
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初心
使命，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勇破

“心中贼”。
君子慎始而无后忧。一个人能

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
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党员干
部应把遵规守纪作为立身处世之
本，作为一种责任，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坚决把党纪国法挺在前
面，把道德品质刻在心中，作为

“紧箍咒”“护身符”“金钟罩”。时
刻自警自省自律，扣好“第一粒扣
子”，任何时候都不抱侥幸心理，
不越雷池、不踩红线、不破底线，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处入手，果断
拒绝“第一次”。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
者日进，为恶者日止。要进一步加
强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持
之以恒反腐败，坚持制度面前人人
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以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之势严格执纪
执法，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
威，坚决防止“破窗效应”。把权
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
之下，对踩“红线”破“底线”的
行为零容忍，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全方位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
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

钱立功

慎初慎始慎初慎始
善成善终善成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