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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关
键时刻，举办以“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
初心跟党走”为主题的河南省直机关青
年干部座谈交流会，认真学习交流《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对于我们更加
自觉、坚定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激励和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事业，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作出更大贡献，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

结合大家的学习交流情况，我就深
入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更好
激励广大青年建功立业讲三点意见。

一、绝对忠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核心地位。七年的知青岁月，是
习近平总书记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
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崇高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
追求奠基于此，勇于担当、深沉的历史
责任奠基于此，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奠基于此，实践品格、卓越的
毅力定力奠基于此。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决不是偶然，而是在人民
中孕育、在实践中缔造的历史逻辑必
然。我们要在思想上充分信赖、组织
上自觉服从、感情上深刻认同，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定不移地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

二、深学细照，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领袖风范和崇高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为当代青年勤
学修德、励志成才树立了光辉典范，对
于引导青年干部学习成长具有重要启
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标杆、为榜样，不断学
习看齐，始终扣好人生的每一粒扣子，
要认真学习看齐总书记矢志不渝的理
想追求、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亲民爱
民的公仆情怀、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
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像总书记那样，
有“书瘾”“有个针缝时间都要读书，抓
紧一切时间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
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进一步掌握为民
服务的本领。

三、躬身实践，全力投身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宏伟事业。当前，全省上下正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殷切嘱托和打好“四张牌”的指示要
求，按照省第十次党代会的部署，朝着
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实现

“三大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广
大青年干部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积
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一定
要把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
收获和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磅礴力
量，把个人的成长发展与河南蓄势崛起
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昂扬的精
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担当时代重任、展现
青春风采，当好促进发展的实干家、深
化改革的促进派、脱贫攻坚的突击队、
和谐稳定的维护者，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深入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这本书，沿着总书记的历练奋斗轨迹一
路走来，把握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形成脉络，必将指引和激
励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美好
的明天。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
思践悟，真抓实干，奋力实现让中原更加
出彩的宏伟目标，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出版发行以

后，省委省直工委迅速发给省直机关各单位，并

要求省直机关青年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加

强交流。该书发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引导省直机关广大青年干部自觉学思践

悟青年习近平的青春故事，更加坚定不移地拥戴

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进一步营造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10月 13日，省委省

直工委举办河南省直机关青年干部学习《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座谈交流会。省委常委、秘书

长穆为民出席会议并讲话。老知青代表和省直

机关的 8 位青年代表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

了学习体会。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

主持座谈会并寄语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结合起来，引导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从习近

平总书记的成长经历中汲取丰厚养分，用坚定

的信仰信念和自觉行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

信”，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
——河南省直机关青年干部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座谈交流会发言摘编

绝对忠诚 深学细照 躬身实践
以岗位建功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穆为民

我也当过知
青，并在插队期间
入了党。因为有
相似的经历，每篇
文章读下来，都会
产生强烈的共鸣、
震撼和冲击。我
谈三点体会：

该书是深刻
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的金钥匙。青年习近平在艰苦和
磨炼中，铸就了为民初心，立下了家国
之志，也正是在这种追根溯源中，进一
步坚定了我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看齐的决心，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该书为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

素质树立了楷模和榜样。担任村支书
一年多时间，带领乡亲们打出吃水井、
建成沼气池……作为党员干部，就要
像他那样，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主动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任。

该书是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深化质监改革发展的生动教材。我们
将认真研习、领会精髓、把握要义,并与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紧
密结合起来，与推进质量技术监督改革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的贡献。

青年的楷模 学习的榜样
省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机关党委书记 李智民

初到陕北，青
年习近平身上带
着很明显的标签，
他有作为红色基
因传承者的骄傲，
也有因为父亲的
缘故受到的委屈，
是基层群众的接
纳帮助他洗去作

为高干子弟的铅华，也破除了精神上
的枷锁。从迷惘彷徨，到坚定不移，他
开始塑造起自己理想追求的雏形。

我是一名兰考的驻村第一书记。
这本书最能让我汲取力量的，是如何
在实践中树立理想，再把理想照进现

实。作为第一书记，我们被称为新时
期的知识青年。总书记在他的知青岁
月中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我们
是在驻村经历中淬炼和践行自己的理
想。驻村的酸甜苦辣或许只有我的第
一书记同行们才能体会。

贫困已经远去，小康才是目标。
我是千千万万个第一书记的缩影，距
离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不小差
距，但是总算为群众干了点实事。有
了第一书记的经历，我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为人民做实事这句话是理想，也
是责任，唯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
能让自己无愧于组织的期待和人民的
重托。

从总书记的理想追求中汲取力量
省发改委驻兰考县三义寨乡付楼村第一书记 王中伟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
书记到三家中央
新闻单位调研，我
作为记者代表，在
兰考与总书记进
行了 6 分钟的视
频连线，远超大家
预 估 的 1 分 钟 。

连线中，我汇报完基层干部作风情况，
他又追问群众的反应。

看完这本书我突然意识到，这
种刨根问底饱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因为他的价值
观形成阶段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与

人民群众情感上的亲近和血肉联系
更真切。即使生活苦、劳动重，承受
着比其他知青更大的心理压力，青
年习近平仍脚踏实地，想方设法帮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和村民建立
了亲人一样的感情。无论当年的村
支部书记，还是现在全党的总书记，
习近平的心一直都在老百姓中间。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将时刻鞭策
自己，把视角对准基层，把耳朵凑近老
百姓，按照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者
的要求，“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
实话、动真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
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跟青年习近平学群众情怀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 双瑞

读《习 近 平
的 七 年 知 青 岁
月》，最强烈的共
鸣，也是当代青
年最需要的精神
传承，就是如何
融入群众。

融入之要在
全情投入。七年

的农村生活、七年的甘苦与共，与黄土高
原纯朴乡亲摸爬滚打在一起的习近平，
深切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融入之力在
植根基层。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
的城市少年，成长为百姓口中“吃苦耐

劳的好后生”，恰是毫无保留的融入，
让他在红土地上得到了群众的“真
经”，使他人生的理想愈发有力丰满。
融入之美在担当有为。当了村支书,
无论是建成全省第一个沼气化村、农
闲时节筑淤地坝，还是成立铁业社、筹
办缝纫社，都是习近平心里“为老百姓
多做一些事情”的情怀。

我们研读此书，就是要汲取融
入群众的丰厚滋养，不折不扣地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人民群众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
作自己的大事”的政法工作要求，传承
起前辈用青春和热血淬炼出的精神财
富，永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本色。

融入群众是最丰厚的滋养
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 唐懋蓥

《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是一
份跨越时代的感
动和示范，是当代
青年励志成才的
鲜活教材，是党员
干部锤炼党性的
生动范本。

面对逆境、面
对纷扰，青年习近平经受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和考验，但他始终坚信共
产主义真理，始终把根深植在人民群
众的沃土之中。为人民服务是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不变的理想信念，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更是河南食

药监人坚持不懈的追求。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不变的是榜

样的力量。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我们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一路
脚印一路汗地走好每一步，用自己的
辛苦指数换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为
老百姓筑起生命健康的安全防线。

总书记“爱看书”“好学”，而且注
重从实践中求真知，看到报纸上介绍
四川推广沼气，就主动取经，亮起了
陕北高原第一盏沼气灯。我们要以
总书记为榜样，时刻不能放松自我学
习，时刻紧跟时代前沿，以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担当品质守护老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

选择了吃苦 也就选择了收获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化生产监管处主任科员 万佳

《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这本
书，为我们青年人
成长成才提供了
行动指南。我的
体会有三点：

一是脚下的
力量，来自心中的
坚定信仰。正是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和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才使青
年习近平克服了他那个年龄不应该承受
的磨难。二是增长才干，要靠学习和实
践的滋养。总书记的经历告诉我们，成
长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步，都算

数。总书记在读书学习中获得了营养、
在人民群众中汲取了力量、在深重苦难
中走向了辉煌。三是干事创业，必须站
稳人民立场。理解了总书记密切联系群
众、扎根中国大地的这份情怀，就能更加
深切地体会到他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当前，全省公安机关都在全力以
赴投入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总书记
年轻时吃苦奋斗、为民服务这些经历，
让我再次校准了人生的前进方向。我
将和我的战友们一起，用忠诚托起平
安中原的日月，用汗水融化风险隐患
的冰雪，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感悟领袖成长故事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省公安厅警令部情报中心副主任科员 徐国防

青年习近平
身 上 有 三 个 特
点：一是扎根农
村、脚踏实地；二
是忧民之苦、心
系百姓；三是拥
有家国情怀、执
着追求理想。而
贯穿其中的是这

位青年在陕北那片红色土地上传承的
父辈们留下的“真经”——求真务实。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所在的地
方，是全国1600多万知青中自然环境
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但他没
有抵触，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所在
的夜班岗位虽然没有那么苦和累，但也

并不轻松，然而，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做到能干事、干
成事，我们熬点夜又算得了什么？

青年习近平靠着“看问题的眼力、
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
的脚力”，为群众办了一件件实事。他
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
很成功，便实地学习，带领村民建设了
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作为新闻工作
者，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经常
下基层“走转改”，写出了一大批“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稿件。

作为青年编辑，我正处于媒体融
合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更要扎扎实
实做事，做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
工作者。

求真务实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编辑 刘晓阳

有幸通读了
《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这本书，
详细了解了青年
习近平艰辛坎坷
的成长过程，真切
体会到青年习近
平积极进取的顽
强意志，更加深入

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能吃苦、敢担当
的品质精神，青年习近平的形象在我
心中渐渐清晰。

能吃苦、不怕苦是青年习近平的
一个显著标志。习近平在陕北农村
的七年知青生活，是“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真实写

照，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的历史起点。青年医
生要学习青年习近平能吃苦的精神
才能学有所成。青年医生工作时间
往往超过 12 个小时，但大家毫无怨
言，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是青年习近平
的又一个显著标志。青年习近平敢想
敢做敢担当，带领村民建淤地坝、办沼
气池、铁业社等，为人民群众切实解决
生产生活问题。青年医生要学习青年
习近平敢做善成的品质，才能更好地
为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2015
年，省人民医院勇于担当，在中原地区
率先开展肺移植手术，为患者带来了
福音。

青年医生要学习青年习近平“能吃苦、敢担当”的精神
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 张加强

习近平总书
记在梁家河插队时
期的读书之道可以
概括为六个特点:

兴 趣 浓 厚 。
他在梁家河住的
窑洞里，炕头上堆
得满满都是书，一
有空闲，就捧着书

看，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
内容广泛。七年间，习近平总书

记广泛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等领域
的书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
合的讲话都非常精彩。

讲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读书注重
对比分析，有时候为了彻底搞清楚某个

观点，要搜集很多相关的参考资料，互相
对比，体现了一种怀疑求真的精神。

勤于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
勤学善思之人，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
以然，他的读书经历启发我们要坚持
问题导向，边阅读边思考，在思考中深
化认识。

学以致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都离不开他的勤奋学
习，更离不开他的刻苦实践。

持之以恒。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
河插队时，上山放羊的空隙读书，下地
干活的休息时间也读书，甚至吃饭的
时候也拿着书……对他而言，读书就
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

感悟青年习近平的读书之道
省煤田地质局团委书记 杨小雷

座谈交流会现场

（本版文字由刘方军 张苗 甄要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