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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9191.4
万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许多人为“打卡”而来：最多时一年有近147
万参观人次的红色地标，我也一定要来看看；

许多人心怀崇敬而来：面向党旗，我要在初
心始发地重温入党誓词；

许多人带着思考而来：迎来第一个百年的
中国共产党，伟大创业究竟何以成功？

1921年，13名平均年龄 28岁的中共一大代
表，在18平方米的房间内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改变。

相隔一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在讲述历史
的过程中传递初心，也在工作的思考中收获成
长。“我要当好‘翻译者’，把红色历史立体、有重
点地呈现给观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90后”
讲解员李欣曈说，“如果能让参观者在听了讲解
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自己的感悟，
这就是我无上的荣耀。”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李大钊用
过的打字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有 12万
件馆藏。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我们在这里守
护精神家园，要让建党时期的文物、情景‘说
话’，用生动的故事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纪念馆有一支“党
的诞生地”志愿服务队，从资深党务工作者到初
出茅庐的年轻人，从帅气挺拔的武警战士到尚未
走出象牙塔的学生，讲解词他们熟稔在心，并把
对于初心使命的感悟带回自己的工
作生活中。

讲故事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2020年，纪念馆讲解员“变身”主播，
通过网络直播带着观众“云逛馆”；
纪念馆与航空公司合作，把“镇馆之
宝”《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带上万米

高空，在航班上为乘客讲述建党故事；“望
志路 106 号”冰箱贴、“树德里”笔记本、放有

“密函”的文创套盒……纪念馆文创团队开发“又
红又潮”的产品，让红色历史传播拥有新载体。

值得期待的还有更多。2020年 11月 17日
起，中共一大会址及原展厅暂停对外开放实施
修缮改造。目前，修缮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清
水墙、屋顶瓦片、门楣雕花等都将在“修旧如旧”
原则下重新复原，让百年石库门老建筑以新面
貌迎接建党百年。

紧邻会址，备受瞩目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也
在加紧建设。新的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平方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上
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类展品超1000件，其中实
物展品600余件。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将由中共一大
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
建展馆总建筑面积约 9600平方米，包括基本陈
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今
年 5月，中共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七一”前正
式开馆。

“届时，新老建筑将横跨兴业路两侧，形成
开放式、街区式博物馆。”徐明说。

中共一大会址旁，繁华时尚的新天地商区
人来人往。红色历史就在这里，从未走远；红色
基因已深入城市肌理，在“新天地”中焕发出历
久弥新的生命力。 （郭敬丹 吴振东）

中共一大会址：在这里，寻见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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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本

报从本期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生动讲述老故事、深入挖掘新故事，

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现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凝聚立足新阶

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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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平常却又不平凡的日子。
一年前，武汉因防疫需要关闭离汉通道。
一年后，新一轮石家庄的疫情迎来拐点。
6时55分，26岁的列车长杨倩比往常早十

分钟来到西安北站集合点。临时带班西安至北
京G652次动车执乘组，顶替因疫情关联被隔
离的原列车长。

过去一年，隔离、顶班是常有的事。
2020年 12月 23日，在杨倩执乘的动车组

上，1名河北籍旅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1
月13日，隔离期刚结束，她却收到北京方向始
发六组动车组压缩为两组，所在车组停运的消
息。十天来，她第三次替班。当天走北京，两
天后走西延。

交接完出乘前事项，杨倩带领 5名乘务员
和几名餐服人员列队奔赴站台。7时 41分，动
车组进入站台，他们各司其职，开始一天的车
上作业……426米车厢刚刚检查完毕，广播通
知便响起：旅客放行。

打开工作手机页面，杨倩发现，始发旅客
105 人，5 人目的地为石家庄、11 人为保定
东、4人为河北高碑店东。

11时55分，进站石家庄
当天，可乘坐 1000余人的列车上，10%的

上座率再次提醒，防疫不可松懈。
8时22分，高铁整点发车。
杨倩开始第二轮巡查车厢，这一次的重点

是防疫和安全提醒。

“先生，您好！请您戴好口罩！”
在巡查过程中，每一句话都是以“您好”

开头，以“谢谢”结尾，让大家感受到了“石
榴花”般的火热。

经过河北籍旅客时，她的目光都多停留
几秒。27岁的回国务工人员赵先生，在西安
结束隔离期返回石家庄，一路闭目不说话。
看到赵先生外衣拉链开了，她蹲下来小声提
醒：“先生，小心着凉！”在抽测西安交大、
西电科大 2 名河北籍学生体温时，她安慰他
们，不用紧张。

10时整，新郑到郑州区间，他们开始临近
郑州的巡查。

郑州发车后，她再次统计河北沿线下车旅
客人数。石家庄增至6人，保定增至12人，高
碑店东为20人，共计38人。

38名河北籍旅客，是他们这趟走车的重点
人群。

11 时 20 分，列车距离石家庄不到 40 分
钟。杨倩逐节车厢提醒 6名即将下车旅客做好
个人防护，离开时不忘说一句“新年快乐!”

11时55分，列车提前三分钟进站。
前一天，石家庄新增病例降为 11例，3个

小区降为低风险区，但车站因不办理旅客出发
业务，空空荡荡。杨倩向出站处 1名工作人员
挥手打招呼后，匆匆拉开客运室大门交接，离
开时相互叮嘱：“做好防疫。”

（下转第二版）

“石榴花开”
——一名列车长在西安至北京千里铁道线上的一天

各项准备就绪 陕西进入两会时间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
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

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
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
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不
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
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
政治上来解决”。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加大力度抓，形成了鲜明的政治
导向，消除了党内严重政治隐患，推动党的政治
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方向，坚
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
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
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
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
安全。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
加隐蔽复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四
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腐蚀和反腐蚀斗争
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

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要深刻认识到，腐败问
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
民心所向，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
地。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
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
要求。只有坚决惩治腐败、纠治不正之风，坚决
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才
能以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赢得人民信赖和
拥护。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
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
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
必须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保持

‘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
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
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党员、干部要筑牢
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
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反对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
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坚持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
恶不手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党就一定能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从1月24日上午召开的陕西
省两会新闻发布会获悉 ，陕西省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将于1月25日开幕，陕西省十三届人
大五次会议将于 1 月 26 日开幕，会期皆为 4
天。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文
引学通报了陕西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的筹
备情况。

文引学介绍说，本次大会议程草案是：听
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
批准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审查和
批准陕西省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陕西省 2021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陕西省 2020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陕西省 2021年省级财政预算；听取
和审议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陕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的
议案；表决省十三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人选；选举；其他。

据悉，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共收
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896件。其中，
大会期间代表提出 879件，闭会期间提出 17
件。按照相关规定，交由省人民政府办理 865
件、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 10件、省人民检察院
办理6件、省人大常委会办理7件、省级党群系
统和省军区办理 62件，其中合办 54件。目前
已全部办结。

省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闫超英
通报了陕西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筹备
情况。

闫超英介绍，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
审议政协陕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列席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审议通过十二届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及十二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人事
事项。

陕西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将于 1月 25
日开幕，陕西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将于 1月
26日开幕。

记者了解到，今年会议还策划了“委员通
道”“委员访谈室”采访活动，共举办 6期，将邀
请24位委员参加。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为做好疫情防控，陕
西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专门成立了疫情防
控组，制定了严密的防控措施，会议期间实行
闭环管理；因疫情影响不能参加陕西省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的住港澳地区委员，将通过组织
收看网络直播、发送会议材料电子邮件等方
式，帮助他们及时了解会议情况、积极参与履
职活动，并安排有关工作人员收集整理他们的
意见建议，实现远程协商履职。

1月 20日，长三乙火箭成功发射天通一号
03卫星。此次任务打赢了 2021年宇航领域的
开局之战，开启了中国航天“十四五”发展新征
程。航天九院陕西航天时代导航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的4只二浮陀螺仪及两型近200只微波
开关用于 03卫星。这是该公司产品在此系列
卫星上应用最多的一次，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
了宝鸡制造力量。

航天九院时代导航公司自主研发、具有独
立知识产权的二浮陀螺仪，主要用于航天器控
制系统，此前曾成功用于举世瞩目的北斗三号
等卫星。微波开关主要控制卫星微波信号通
道转换。

我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征程
中，航天人创新奋斗的足迹从未停止。2010
年，一直依赖进口的微波开关产品，因国际形
势复杂化出现禁运苗头，时代导航公司坚信
惟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立即与航天五院兄
弟单位联合启动微波开关国产化工作。历经
五年研制、鉴定和实验。2015年，浓缩着航
天人智慧与心血的产品首次搭载卫星试验成
功，2016年起批量生产，首批百余套产品交
付。2020年末，产量突破 1000台大关，并形
成了系列化产品。十年磨一剑，时代导航公
司走出了微波开关国产化的康庄大道，拓展
公司产业的同时，助力陕西追赶超越，也在

航天重大发射中一次次证实了公司行业领先
的精密、超精密加工装配能力。

为了 2021年这一次的开局之战，公司提
前两年多着手，全员齐奋斗，心怀梦想，矢
志不渝，是公司团队的奋斗底色。宇航事业
部工艺组三个月绘制 200多台开关数据曲线，
完成上百份报告，确保产品通过验收；装配
组昼夜倒班完成生产；实验组八个月灯火通
明持续开展测试，组员在真空罐旁边一站就
是四个小时，双腿僵硬麻木依然坚守岗位；
检验组与团队一起，五个月整理 400多本数
据包，约 12万页纸。为保证产
品质量和数据正确性，这个平
均年龄只有 24岁的团队，每天
逐页判读所有数据，坚持严慎
细实，保质保量完成了 200多
台开关的测试、试验及数据判
读任务。

二浮陀螺仪首次应用于天
通卫星前，几个研制部门通力合
作，对陀螺仪性能，特别是关键
电机性能进行全面复测，并完成
全部产品的关键数据全流程复
查等，一丝不苟确保产品质量。
几年来，还先后开展陀螺仪可靠
性研究、设计优化等，为批产做

足准备。配套此次发射前，还成功参加了北
斗、实践、遥感、通信等多颗卫星的发射任务。

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是该公司团队传承
工匠精神的作风体现。微波开关里的精密零
组件，属于薄壁极难加工零件，精密加工事
业部依托公司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陕西
省劳模创新示范工作室开展攻关，为批产积
累加工经验。一次次的型号攻关与抢任务过
程中，多人因表现优异获评中国质量工匠、航
天技术能手、三秦工匠、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林涛）

“宝鸡制造”助力中国宇航发射开门红

1月21日，罗长安（右）、罗言东父子在
石家庄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建设工地上一起
吃午饭。

22岁的罗言东是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交
通工程学院工程造价班大三学生，3个月前
来到中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实习，

目前在石家庄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建设工地
参与建设施工任务。在这里，还有他的一位
特殊工友——父亲罗长安。

罗言东在得知石家庄建设黄庄公寓隔
离场所的消息时，第一时间就向公司写了申
请，参加驰援任务。“去年武汉疫情严重时，

我已经放假回到陕西老家，没能为武汉抗击
疫情出力。这次能和爸爸一起参与这个工
程非常有意义，我很自豪。”罗言东说，无论
多苦多累都觉得很值。罗长安说，“儿子的
表现让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子长大了。”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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