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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

好的营养剂，唯有不忘初心、在党的光

辉历史中汲取力量，才能更好地实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奋斗目标。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就是要用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

统涵养党性，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为了铭记历史，牢记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9 月，我参加了州委宣传部

组织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培训班，前往江西井冈山培训学习。

参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故居；观看井冈山当地群

众精心准备的实景演出；参观小井红

军医院，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向

革命烈士墓献花；与红军后人座谈，唱

响红色歌曲缅怀革命先烈；登上八角

楼，回望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油灯下思

索中国革命未来的情景，感受“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无限

希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的地方，

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听见南昌起义

一声枪响，再现人民军队在战火中诞

生，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篇章……

专题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使我多

方面、多角度地深刻了解了井冈山斗

争历史，为革命烈士坚定理想信念，不

怕困难、不怕牺牲的井冈山精神所深

深触动。

1927 年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

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

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革命先

烈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中国革命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命烈士为什么能够舍弃自己的

家庭、亲人、生命，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留下而如此的义无反顾。通过专题教

学和实地教学，我找到了答案：为了心

中崇高的革命信仰。正是有了崇高的

革命信仰，无数的仁人志士心怀救国救

民、民族复兴的理想投身到革命的洪流

中，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的前仆后

继，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唯有深刻铭记历史、正确看待历

史，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完

成新的任务、攻克新的挑战、取得新的

成绩。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将引领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

的历史，提高党性修养水平，进一步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将引领各族群众全

面了解党的历史，爱党、拥党、护党，

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016 年 2 月 19 日，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

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

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

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守

本职工作，牢记新闻宣传工作的初心，

承担起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必

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精神，牢牢坚持党性原

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一要领悟精神实质，增强政治意

识。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精神，做到全面系统学习，不

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高政治觉悟，

提高党性修养。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同宣传工作重心紧密结

合起来，将主题教育的成效更好地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

二要践行党的宗旨，切实为民务

实。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工作者要不

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时刻坚

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宣传好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用脚步、镜头、文字记

录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的幸福生

活，为克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

自己的贡献。

（克孜勒苏日报社 鲍柳霖）

小小一方丝巾上包罗 30 多种颜色，上百款图案，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谈起自己最新的作品，服装设计师王永芳颇为得意，这将
为中国人的“流动风景线”又添一笔。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是近乎一样的着装，目力所
及尽是蓝绿灰,单调、沉闷。今天，中国人的服饰不仅多姿多彩，面
料舒适智能，而且更注重张扬个性。从清一色装扮到各美其美，从
业 20 余年、经历了中国人穿衣数次变化的王永芳感慨：“国人越来
越时尚！”

1956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33.1 元，人均购买棉
布 35.0 尺、呢绒和绸缎 0.6 尺。“一件衣服走天下”“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

47 岁的北京市民马莉记忆中，穿新衣是儿时过年最具仪式感的
事情。“那时买衣服太贵，家家学着自己做衣服。”

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让服装早已成为“寻常”消费。服装的多
样性远超想象：种类全、款式新、色彩多，面料也越来越舒适。个性
定制、智能穿搭等创新十分活跃。

“衣橱里永远缺一件衣服”是女孩的常态，男士也不再只有中
山装、工作服。即便一件 T 恤，也会因不同印花和设计变得不简
单。老百姓买衣服，“买”的是个性和舒适，“穿”的是科技与时尚。

许多城市的街头，身着漂亮衣服的人们往往就是最靓的“流动
风景线”。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1808 元，比 1956 年
增长 53.6 倍。

70 年，衣着变化的背后是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人们穿着漂亮舒
适、时尚多彩的衣装，一路上走出中国越来越亮丽的社会进步与文
化自信。

开放的潮流不会止步，生活的改变也许仅是开始。人们无法描
绘未来衣着的样子，但梦想会更加色彩斑斓。 （据新华社）

70 年 ，中 国 人 衣 着
渐成“流动风景线”

牢记初心使命 坚守本职工作

◀阿克陶县巴仁乡库尔干村香菇种植孵化园于今年 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采取“村委
会+合作社+企业+扶贫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发展、村民致富、集体增收的多方共赢。
目前，已带动40户贫困家庭增收致富。

通讯员 卢正帅 摄

阿图什市阿湖乡光明村是 2018
年新拆分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60
户 1203 人，是自治区深度贫困村。

州委网信办驻村伊始，立足村情实

际，开出特色种植、庭院经济、转移

就业“三剂良方”，着力攻克制约光

明村的发展“顽疾”。

桃树种植鼓口袋
工作队驻村后，鼓励村民大力

发展桃树种植，帮助订购、移栽良种

桃树苗，联系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提

高村民种植桃树的积极性。

“我家种了 4 亩桃树，去年在工

作队的指导下亩均收益增加 1000
元，年收入 1.2 万元，相信今年的收

入会更高。”村民库尔班尼沙·赛买

提高兴地说。

随着村民种植桃树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收入也越来越多，工作队也

充满了信心。“考虑到村土地土壤松

软、碱性大，适合种植甜瓜和西瓜等

经济作物，把桃树定位为脱贫致富

主导产业的同时，在桃树林里套种

甜瓜和西瓜 180 亩，让村民增收致富

有了更多‘摇钱树’。”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多力坤·阿地说。

为早日摘掉“空壳村”帽子，工

作队积极争取派出单位 8 万元资金

支持，先平整改良新建村委会的 8
亩闲置集体土地，开发建设光明村

套种“微果园”实验基地。通过邀请

农业专家现场授课指导，桃树成活

率由 55%变为 80%以上，西瓜、甜瓜

座果率高达 90%，不到一年时间，工

作队就给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的历

史画上了句号。

庭院经济促增收
工作队把安居富民房建设和发

展庭院经济相结合，与村“两委”组

织村民召开庭院经济观摩现场会，

对 43 户村民庭院进行改造。

工作队通过多方筹资帮助村民

铺建灌溉设施，将水渠引到农家庭

院外，彻底解决庭院用水灌溉问题。

庭院经济示范户米日古丽·阿布

力克木家里，甜瓜、辣椒、西红柿长势

喜人。“我们家搞庭院经济动手早，尝

到了甜头——以前每天都要到巴扎上

买瓜果蔬菜，自从院子里种了瓜果蔬

菜，不仅不用花钱买，每个月还可以拿

到巴扎上去卖。”村民米日古丽说。

今年，工作队对 48 户新建庭院

进行“一村一品”规划，提供蔬菜瓜

果苗，统一搭建种植基地，邀请农业

种植专家为村民讲授种植知识、提

高种植成效，让村民及早享受到种

植收益，真正使庭院美起来，让村民

的腰包鼓起来。

转移就业促脱贫
“我在阿图什市三晋源土布文

化有限公司上班 2 年了，不但脱了

贫，而且生活越过越好。”木亚沙尔

高兴地说。

木亚沙尔是一位心灵手巧，能

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结婚后在

家围着灶台转，想要依靠自己努力

摆脱困境的愿望很强烈。像她这样

的家庭妇女，在光明村还有很多。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2017 年她和村

里的姐妹们一起到阿图什市三晋源

土布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纺织工作，

勤奋好学的木亚沙尔很快成为技术

骨干，工资也从 2000 元增长到 3800
元，去年年底还被村里评为“最靓的

致富带头人”。

工作队和村“两委”利用村民大

会、入户走访等时机，向村民大力宣

传“一人务工、全家致富”“学会一项

技能，带富一个家庭”的理念，营造

外出务工转移就业的良好氛围。鼓

励、引导村民走出家门就业增收，并

帮助有意愿外出就业的村民协调联

系就业岗位。

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助

下，已有 50 余名村民到三晋源土布

文化有限公司就业，人均工资 2500
元左右，转移就业村民均实现了“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光明村的三剂发展“良方”
□通讯员 李文倩

▲阿合奇县色帕巴依乡色帕巴依村村民阿黑哈提·朱马洪把院子里的空闲地开辟
出来发展庭院经济，种植黄瓜、土豆、葫芦瓜、西红柿等蔬菜。

通讯员 张 超 摄

“这个荣誉称号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会尽我所能继续办
好‘爱心小课堂’。”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疏勒县疏勒
镇新市区社区居民潘玉莲说。

“潘老师最美最好，我们爱她……”她教过的孩子众口一词。

她爱孩子——27年义务辅导彰显大爱
每天 19 时许，潘玉莲的“爱心小课堂”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风雨无阻。
潘玉莲看看这个孩子的作业，给那个孩子讲解一下难点，或者

给口渴的孩子倒茶水……
1992 年，从西藏回到故乡疏勒县的潘玉莲，看到很多孩子放学

后在街上打闹，便萌生了办小课堂的想法。一张小茶几、一块小黑
板、两三个孩子……“爱心小课堂”开课了。

“那时，我上午拾荒，走一大圈或许能捡到十几个瓶子，每个 3 分
钱。”潘玉莲笑着说，“收废品的周萍总会再添几角钱给我，她知道这
钱是花在孩子们身上的。”

渐渐地，26 平方米的小房间坐不下那么多孩子了，就挪到屋外
的空地上，最多时小课堂里有上百名学生。

“爱心小课堂”越办越红火，社区腾出一间教室，供孩子们上课。
27 年弹指一挥间，从“爱心小课堂”走出 2000 多个孩子，他们有

的已经参加工作，有的在上大学，有的考上了内高班、内初班……

她疼孩子——27载坚守一心为了孩子
“老师好！”六年级的祖丽皮耶·玉买尔领着一年级的妹妹努尔

比耶·玉买尔走进来。
坐在教室门口的潘玉莲迅速地批改着作业，给满意的作业本贴

上红色的笑脸。
随后她在黑板上从左到右写上：一年级、二年级……一直排到

六年级，孩子们依次上前默写古诗词。
三年级的艾尼凯尔·萨提库今天的“上黑板”测验终于通过了，

和潘玉莲说过再见后，被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妈妈领回家。
“天底下哪有笨娃娃，一遍遍讲，肯定能教会。”和孩子在一起

时，潘玉莲特别有耐心。
已在这里学习了 5 年多的祖丽皮耶说：“放假了，潘奶奶就全天

陪着我们在这里学习。”
一个雪天的清晨，祖丽皮耶的妈妈骑电动车送她和妹妹来“爱

心小课堂”上课，不料途中轮胎打滑，3 人被甩到了路边，电动车也摔
坏了。

潘玉莲看到母女三人浑身被雪水打湿，赶紧拿毛巾帮她们擦
干，并告诉祖丽皮耶的母亲：“以后你中午不用来接孩子了，孩子留
下来和我一起吃饭。”

“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娃，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娃。”潘玉
莲说。有些孩子来时没吃饭，潘玉莲烧水泡冰糖花果茶给他们就着
馕吃。

慢慢地，左邻右舍知道了这件事，便自发给“爱心小课堂”送饭，
馕、馒头、鸡蛋，有什么送什么。

她爱生活——“下半场”人生别样精彩
为了养家，潘玉莲做过餐饮，跑过运输，甚至当过泥瓦匠。50 岁

那年，潘玉莲的小课堂“开张”，开启了她的“下半场”人生。
为了教好孩子，只读过高中一年级的潘玉莲努力学习。她有个巴

掌大小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每天背三首古诗”，里面抄录着古诗……
1998 年，潘玉莲收到一封邀请函——乌鲁木齐一所学校聘她任

教。她清楚，这是改变困顿生活的机会。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她
来到乌鲁木齐。很快，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潘奶奶你去哪里了？”

“奶奶今天我考了第一名……”电话那头稚嫩的声音，提醒她家乡有
一群孩子需要她。

“我那时才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才算是好生活。”潘玉莲毅然
辞职返回疏勒。

年逾古稀的潘玉莲，像爱的使者一路播洒阳光，以博大的爱心
支撑着自己走得更远。 （据《新疆日报》）

把爱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心中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潘玉莲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