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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宣传思想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没有几把刷子是干不了的，没有高

素质、好把式、真功夫是干不出漂亮活

的。

“ 不 断 增 强 脚 力 、眼 力 、脑 力 、笔

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四力”，对

整个宣传思想战线提出了殷切希望，

为提高本领能力指明了努力方向，必

将激励广大宣传思想工作干部积极作

为、开拓进取，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开创

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分证

明宣传思想战线广大干部是完全值得

信赖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本领

能力，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适应

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

上升。特别是，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

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

趋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任务之艰

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之艰巨，改进

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任务之艰巨，增强

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

务之艰巨，都是前所未有的。进一步

提升宣传思想干部的本领能力，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

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

“四力”，既是构成本领能力的重要内

容，也是提升本领能力的方法路径。

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

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增强脚

力，就是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

课堂，把人民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

宣传思想工作的活力在于发现，增强

眼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

于判断、善于辨别，既见人之所见，亦

见人之所未见。宣传思想工作贵在多

想多思，增强脑力，就是要善于思考，

让脑子动起来、活起来，提高思考能力

和 抓 问 题 能 力 ，练 就 拨 云 见 日 的 功

夫。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

增强笔力，就是要善于表达，少一些结

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

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

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从而吸引

人，打动人，感染人。

非凡脚力出眼力，勤想多思著华

章。“四力”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

整 体 ，构 成 宣 传 思 想 干 部 的 综 合 素

质 。“ 涉 浅 水 者 见 虾 ，其 颇 深 者 察 鱼

鳖 ，其 尤 甚 者 观 蛟 龙 。”不 断 增 强 脚

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扑下身子、沉

到一线，才能更好增强眼力、脑力，把

情 况 问 题 摸 清 楚 ，把 好 招 实 招 提 出

来。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

的心坎不易。不断增强笔力，说老百

姓听得懂的话，写“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文章，才能真正和群众打

成 一 片 ，更 加 接“ 地 气 ”、聚“ 人 气 ”。

总之，迈开双脚丈量大地、睁大锐眼洞

察天下、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练就妙笔

书写时代，宣传思想干部才能不断提

高把握正确方向导向的能力、巩固壮

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

态阵地管理的能力、加强网上舆论宣

传和斗争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突

发事件的能力。

本领能力绝非天生，也无法一劳

永逸、一蹴而就，而是在持之以恒的知

识更新、实践锻炼中炼就的。不断增

强“四力”，打造过硬的宣传思想工作

队伍，我们就能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

赢得主动，始终立于时代潮头、引领风

气之先。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增强“四力”打造过硬队伍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施滉：“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9月 3日，参加活动的人员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默哀。当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诵
读活动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及烈士亲属代表等200多人在活动现场凭吊中外
抗日烈士，诵读诗文，表达对烈士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新华社发

纪念抗战胜利73周年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你对祖
国热爱吗？你对集体热爱吗？你的
学习努力吗？”……9月 3日，焦作市
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在焦作市实验
小学操场上，60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
正在舞台上放声高唱，天籁般的童声
久久回荡。

这是焦作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广歌曲《每天都
可以想一想》的启动仪式现场，这场
特殊的开学典礼拉开了焦作市中小
学学唱推广这首歌曲的序幕。

为何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传
唱《每天都可以想一想》？这首歌的
背后有何故事？

据介绍，为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焦作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组织市音乐家协会的音乐家，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小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
讲话内容，创作完成了歌曲《每天都
可以想一想》。

“在歌词创作上，力求语言精炼、
准确，几易其稿。”歌曲作者、焦作市
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云捷说，作曲充
分考虑新时代少年儿童的审美特点，

在艺术性、易传唱的同时兼顾演出效
果。

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中央少年
广播合唱团演唱，歌曲《每天都可以
想一想》于7月22日完成制作。

“我们合唱团能成为这首歌曲的
首唱队伍，我感到非常荣幸，孩子们
也感到非常高兴。”焦作市实验小学
合唱团老师李双说，“这首歌歌词朗
朗上口，旋律优美，深受孩子们欢迎，
他们很快就学会了。”

据焦作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开学后，焦作市各个中小学将以
班级为单位，通过音乐课教学、班会、
主题团队日等形式，学唱《每天都可
以想一想》，努力做到全市中小学生
人人会唱。

“通过广泛开展歌曲《每天都可
以想一想》传唱推广活动，用艺术的
形式教育引导全市广大中小学生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打牢正确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根基，勤学修德、明辨
笃实，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努力成长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焦作市委宣传部部长宫松奇说。③5

焦作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开学第一课先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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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漯河记者 郭海方
本报驻新乡记者 李虎成

一堤之隔两重天！9月 1日，记者
驱车穿过破败不堪的黄河“大拐弯”滩
区旧村，越出黄河大堤，便赫然看到一
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新城：百余栋已建
成和正建设的楼房拔地而起，施工现
场塔吊林立，学校医院、绿地公园，一
应俱全。这就是封丘县李庄镇整体迁
建的新址——李庄新区。

万里黄河一路奔流到封丘县东南
角时，突然掉头向北，形成了一个“大拐
弯”。千百年来，此地逢汛必涝、十年九
灾。2014年 11月，我省启动“三山一
滩”重大扶贫搬迁工程，李庄镇就是黄
河滩区迁建首批试点中规模最大的
镇。2016年年底，该镇第一批 5个村
2053户 7634人入住新区，迁建户数和
人口占全省试点的43.91%和45.66%。

迁建后群众生活怎样？走进贯台
小区贫困户郭振富的新家，四室两厅两
卫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地板砖锃明发
亮，各种配套服务设施齐全，根本看不
出贫困户“惯有”的模样。“政策好，补贴
多，俺新房子加上装修费和额外要的储
藏室，一共只花了两三万元，差不多算
白领了一套房！”郭振富满怀感激。

不过，郭振富也有“新烦恼”：原来
种种地、养养鸡鸭啥的，现在土地流转
了，“没事干，闲得慌”，去附近的工厂
打工吧，还得参加培训学习新技能，一
下子有点转不过弯。

和男人相比，妇女的适应能力显
然更强。在新区扶贫产业园的新星制
衣厂，100多名妇女正脚踩缝纫机忙个

不停。制衣厂的老板张桂梅老家在李
庄镇辛庄村，之前一直在外打拼。听
说家乡迁建，她第一时间赶回来，租赁
了车间创业发展。在新区，这样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已有3家。

但张桂梅也有“烦恼”：“订单多，
厂子小，车间不够用，就盼着工业园能
早点建好搬过去。”

张桂梅所说的“工业园”，是规划
占地 1500 亩的李庄镇特色园区。园
区内，一期项目 30栋标准化厂房正在
紧张施工，其中 14栋标准化厂房将于
年底前完工，5家企业已确定入驻。

眼看群众从“水窝子”搬到新镇区，
从破瓦房搬到新楼房，李庄镇党委书记

陈明欣慰的同时，最大的“烦恼”是群众
的就业问题。好在是，通过提前规划和
招商引资，已经有 60多家企业有了投
资意向，其中10多家已签协议，可安置
就业 3000余人；全镇还设置了保洁等
公益性岗位1000多个；20多个村全部
迁出后，“大拐弯”将连片形成 10万亩
的生态农业区和黄河湿地公园，将是搬
迁群众未来最可靠的保障。

忙碌了一天，夜幕下的李庄新区
广场游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
嬉戏打闹，老人们边健身边闲聊，妇女
们跳着广场舞分外开心。昔日的“滩
区人”，俨然已是“城里人”。按计划，
今年年底，李庄镇第二批5个村将搬入

新居，明年则实现整镇搬迁。届时，加
上外来人口，李庄镇将有 8 万人的规
模，成为仅次于县城的副中心。

“乡长一夜之间变成了‘市长’，这
对我们乡村干部来说可是个‘新烦
恼’。”陈明笑言，现在人都集中到了一
起，社区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成了新
问题。如何转变领导方式、提升治理
水平，让新区干净、畅通、平安、有序，
让群众养成文明习惯，是镇党委面临
的又一新挑战。

伴随着世纪大迁建的扶贫工程，
世代居住在“水窝子”里的滩区人，在

“烦恼”的同时，正迎来空前美好的新
生活。③9

李庄镇人的“新烦恼”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⑨

记者手记

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李庄新区一角⑨6 袁楠 摄

李庄镇人的“新烦恼”，毫无疑问

是“甜蜜的烦恼”。“甜蜜”何来？首先

来自滩区迁建的重大决策。正是通过

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李庄

镇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走过了原来

需要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道

路，真可谓“一步越千年”。

“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令人欣喜的是，在做好二、

三批搬迁工作的同时，李庄镇积极顺

应群众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通盘规

划设计，积极发展工业制造业、商业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同时探索创新乡村

治理方式，努力让环境更优美、乡风更

文明，呈现出以产促城、以城带产、产

城融合的良好态势。这正是滩区移民

搬迁政策的初衷，也是乡村振兴的希

望所在。③9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兵

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东北6.5公
里处，有一道自伏牛山东麓向南延伸
的土岗，许（昌）南（阳）公路自岗中央
横穿而过，将其拦腰截为两段。岗东
紧邻砚河，地势陡峭，并伴有多条自
然形成的深沟；岗西连着一片平原，
坡度平缓，自上而下自然倾斜。这个
山岗便是七里岗，1934年，著名的红
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
中生死攸关的一战。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将独树镇战斗称为

“鏖战独树镇”，与血战湘江、四渡赤
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等一起
并列为长征八大著名战役战斗。

1934年 11月 16日，红二十五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长征。蒋介
石急调 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追击堵
截。当年 11月 26日，红二十五军到
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在
此穿越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
山区。孤军远征 10天、不足 3000人
的红二十五军在独树镇七里岗突然
遭到国民党步骑兵4000多人的猛烈

攻击。当时雨雪交加，能见度极低，
衣服单薄、手脚冻僵的红军战士立时
陷入被动境地。危急时刻，军政委吴
焕先手持大刀，身先士卒冲入敌阵，
稳住局势；副军长徐海东率后卫团疾
速赶到，扭转危局。入夜，红二十五
军战士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与敌英
勇战斗，死伤 300多人，于 27日胜利
冲出敌人合围，进入伏牛山东麓。

红二十五军离开方城县后，几经
转战，于 1935年 9月 15日抵达陕西
省延川县，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
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
一支红军。

为了铭记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
镇的丰功伟绩，1997 年，方城县委、
县政府在独树镇七里岗战斗遗址建
立了鏖战独树镇纪念碑。2013 年，
该县以纪念碑为中心，规划建设了占
地 1.5万平方米的烈士陵园，将部分
烈士遗骸安葬此处。

“除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烈士，陵
园里还安葬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方
城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记者，今年
4月，陵园安葬了三入火海救人牺牲
的英雄王锋，截至目前，已有 499位
英雄在这里安息。红二十五军独树
镇战斗遗址及方城县烈士纪念馆每
年接待参观者 1万多人次。红二十
五军鏖战独树镇的光辉业绩，在方城
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留
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③8

鏖战独树镇

红二十五军生死攸关的一战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他
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事
业贡献了生命，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
不朽！”这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墙
壁上烈士纪念碑的一段铭文，纪念的
是一位清华学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
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白族人民
的优秀儿子——施滉。

施滉，字动生，1900年出生于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一贫困
家庭。1917 年考入清华学校（现清
华大学的前身）。1919 年参加五四
爱国运动，参与发起成立了清华学校
进步社团——“暑假修业团”。1920
年该社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施滉任
会长。1923 年秋，施滉被选为清华
学生会会长，后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
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
大钊。李大钊热情地肯定了他们的
革命活动，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与
李大钊的会见，坚定了施滉为多数人
谋幸福的人生观，使他对中国的社会
现状及从事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
巨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他后来
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1924年 7月，施滉赴美国斯坦福
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经常参加美
国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反帝活动，大量
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美共
领导下，施滉等人成立“美洲华侨和
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筹办《国民日

报》（即后来的《华侨日报》）等，团结
爱国侨胞，声援国内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 3月，施滉加入美国共产党，
并当选为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
记。在美共中央领导下，施滉在华侨
和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革
命，建立党的组织。他多次遭到南京
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云南的老家也
遭到查抄。面对白色恐怖的威胁，施
滉毫不动摇，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
决心。

1928年 12月，施滉被美共中央
派往古巴、加拿大，在华侨中发展共
产党的秘密组织。1929 年，施滉受
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在搞好
工作的同时，他抓紧一切机会，系统
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组织职工
会和开展群众斗争的经验和方法。

1930 年秋，施滉从苏联回到阔
别多年的祖国，先后在中共中央机
关、香港海员工会等处工作。他还被
党派往河北，先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
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
记。1933 年冬，施滉在北平召开会
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随即被押
解到南京。在狱中，面对残暴的敌
人，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坚信革命
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34
年初，施滉被反动派杀害于南京，年
仅34岁。

（据新华社昆明9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