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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榜样风采

关注·海报 GUANZHU窑HAIBAO

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月粤晕郧再粤晕郧云耘晕郧悦粤陨

6 月 29 日，“高光”再次打在李宏

塔身上：这位 72 岁的老人站在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接过“七一勋章”。

祖父是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出生在这样一个“高光”家庭，

李宏塔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

治家，秉持了“革命传统代代传”的宝

贵本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

担当的典范。

“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亦是李宏

塔一辈子的执着追求。

“守常”就是守护艰苦朴素的优良

家风

【活在老百姓中间】

20 多年前，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

上，常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蹬

着自行车穿过熙来攘往的街头，沿路

交警和摊贩都认得他———骑车上班的

“李厅长”。

他便是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

李宏塔。当过军人、做过工人，而后又

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部门工作，一

步步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一个习惯伴

随李宏塔的职业生涯：除了极少数因

为重要公务赶时间，李宏塔坚持天天

骑自行车上下班。随着年龄增大，2003

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还笑称

这是“与时俱进”。

李宏塔一生节俭，对吃、穿、住都

不讲究，一家子曾“蜗居”在一套冬冷

夏热的两居室里，一住就是 16 年。即

便如此，家里却没有多少存款。每年单

位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李宏塔捐

赠的数额都排在最前面。他把老百姓

当成自家亲戚，低保户过年的饺子皮

没着落、前来求助的下岗工人没带伞，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看在眼里，

无论如何都去帮一把。

【一根红线连着三代人】

在祖父牺牲 22 年后，李宏塔出生

了，他是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的。“黄

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

衫”，是李大钊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的收入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和资助青年学生。

父亲李葆华多次教育儿子“不能

吃苦，就不能成人”，其家中的简朴也

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

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

坑。2000 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

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

用调了。”

“最好的家风就是父辈的言传身

教。”李宏塔告诉记者，他和父亲长期

两地生活，偶尔借着开会进京探望，父

亲总是埋怨其耽误时间，应该把更多

精力放在工作上。“父亲身体力行，严

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也知道了该

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守常”就是守护服务群众的为民

情怀

【“共产党人就是要和人民在一起”】

38 岁，李宏塔走进安徽省民政厅。

“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

李宏塔说。

在民政厅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

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用在下基层。很多

同志都知道他的“反向工作法”：下乡

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机

“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

行进村入户。

从群众家里出来，他再依次到各

个部门座谈。“必须离开公路，直接去

问老百姓。沿着公路、隔着玻璃看，不

如自己的脚步踏实。”李宏塔说。

2003 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

水灾。为了摸清灾情，李宏塔连续 20

多天奔走在灾区，“反向工作法”起了

关键作用：他从安置点灾民盛救济米

的米袋里掏出米粒，揣进公文包回去

找相关部门化验，检查救济米质量；他

走进受灾群众居住的帐篷，发现酷热

难忍，赶紧测量气温，并带着温度计来

到县委书记办公室，几天后，当地党政

机关腾出办公场所，安置了 3 万多名

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

曾与李宏塔共事过的同志回忆：

他从基层调研回来，常常穿着军绿色

的球鞋、卷着裤脚，鞋上满是泥土，到

了办公室，立即叫相关处室同志就调

研中遇到的问题协商解决办法。

“民政部门做的事就两句话：为党

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李宏

塔说。

【“服务困难群众，是一件幸事”】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宏

塔的工作依旧与困难群众有关———分

管机关扶贫工作。他带队的调研，是公

认的行程满、节奏快，还喜欢四处“寻

丑”“揭短”，专挑条件差的地方去。

农村的寄宿学校，城里的养老院、

老旧小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在长

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李宏塔围绕“推

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精

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

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向全

国政协提交过多份提案。

即便年逾古稀，李宏塔还担任过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依旧为慈善事

业尽心竭力。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

园”村社互助工程的推广中，他深入全

国多地基层调研。在一些地方，他“习

惯性”地自掏腰包，慰问困难群众。“慈

善就是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这

是晚年的一件幸事。”他说。

“守常”就是守护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

【“我们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为人民

服务”】

一位同志向记者透露，给李宏塔

送礼物是件难堪的事。一年春节，这位

同志和爱人给李宏塔送去几样小吃，

李宏塔却回送了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

带回家。

他的父亲当年亦是如此。家中收

到几包葡萄干，李葆华让家人把葡萄

干退回，少年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折

价一同退款。父亲告诉李宏塔：“我们

只有一个权力，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因

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

产党人应该干的事。”

2008 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婚礼

布置简单，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包了

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宏塔照

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钱如

数奉还。“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习惯，

这都是家里的传统。”

看似不近人情，面对群众却最重

“人情”：每当到农村看到有的村民房

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

时，李宏塔比谁都着急，想尽办法帮助

解决。身为一位“老民政”，他将日常工

作归纳为三句话：“视孤寡老人为父

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

亲人，这是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

【继续向前永不停步】

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

慨：“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

现！”

在李宏塔看来，这样的“高光”时

刻属于革命先辈。“回望我们党 100年

波澜壮阔的历程，多少前辈付出了自

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

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

该做的事情。”他说。

“我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

告慰李大钊同志。”李宏塔告诉记者，

未来将是一段继续向前永不停步的旅

程。“尽管我已退休，但今后依然要把

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断传承弘扬下

去，尽自己所能，做好我应该做的工

作。” 据新华社

老区、苏区的红土地孕育了革命，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

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

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

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

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井冈山精神

和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

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

的新篇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

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

尝试。

在极为艰难的革命环境、非常险

恶的斗争形势中锤炼锻造的苏区精

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

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

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

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

新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

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

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

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

精神动力。”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历史

和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非常重要的

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广大

党员、干部应该不断从中得到教益，受

到启迪，获得力量。“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方志敏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彰显

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伟力。“苏区

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

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至今传

唱的兴国山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背着金

条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

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的故

事，展现了为政清廉、取信于民的高尚

情操……许许多多这样的共产党人不

为官、不为钱，不怕艰苦、不怕坐牢，慷

慨赴死、从容就义，真正做到了为主义

和信仰而奋斗、而献身。

实践证明，由坚定的政治信仰产

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中国共

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

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

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回顾走过的历

程，波澜壮阔、非同寻常；展望未来的

征途，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要牢记

初心使命，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

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固

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进

群众感情，践行群众路线，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政治品格，当好人民勤务员，为

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

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要坚定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把稳

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要求真务

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

效；要一心为民，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要清正廉洁，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要艰苦奋斗，用汗

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要争创

一流，争做楷模，创造第一等工作；要

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

家。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

考之路。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

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

精神财富。

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持之以恒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信仰力

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我

们就一定能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

接续奋斗，风雨无阻、勇毅前行，在新

征程上书写新的更大奇迹、创造新的

历史辉煌。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谁会想到，剪纸这门手艺在

2010 年，成功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是剪纸艺

术的活力所在。

“剪似银马，纸如草原，剪飞纸

转，花开万千。”这是作家冯骥才对

剪纸艺术的高度评价。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这样，

草原上的人们用一把小剪刀，剪出

来一幅图画，剪出来一个文化。

和林格尔剪纸是祖国北方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和林格尔

县位于土默川平原中南部，地处黄

河流域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带，东南

以明长城与山西为界，著名“走西

口”中的西口，指的就是和林格尔与

山西右玉交界的杀虎口。

在古代，和林格尔又是游牧文

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点。北魏民歌《木

兰诗》中的“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

黄”，说明当时已流行剪纸和女性用

黄色剪纸贴面贴额的化妆方式。

和林格尔民间剪纸艺术就是在

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经过代代薪

火相传融合发展而走向成熟普及。

全县上至耄耋古稀老妪，下至少女

少妇，大部分都会剪纸，从热闹县城

到偏远山村，几乎家家能剪善刻。剪

纸题材既有龙、凤、荷花，万字、寿字

等中华民族传统图案，又有民族和

睦、放牧耕作、捕鱼狩猎等民族地域

独特风情。

作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粗犷

豪放中透着精巧，厚重深沉中蕴藏

着灵动，充分展示出北方人淳朴、率

直的性格特征，被誉为“农耕与草原

图腾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和林格

尔剪纸从名不见经传走到舞台的中

央，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级金奖、特等

奖、一等奖，其中包括中国民间文艺

最高奖“山花奖”和内蒙古艺术创作

最高奖“萨日纳奖”。2003 年 3 月，

和林格尔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剪纸)”。2008

年 6月，和林格尔剪纸被国务院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名录。如今，和林格尔剪纸艺术已

经被引入到学校教学课堂，受到学

生的广泛喜爱。这也使以往民间剪

纸主要靠“母传女，长带幼”的传承

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拓展。

中小学、幼儿学生对和林格尔民间

剪纸系统、科学的学习，无疑将为这

枝宝贵的民间艺术之花的成长、繁

衍注入新的活力。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革命后代李宏塔：“高光”下的“守常”人生

和林格尔剪纸艺术———创新中现活力

跨越时空 永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