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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妹至今记得自己人生的三

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是 1952 年 11

月，由于工作勤奋、业绩突出，21岁的

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二个是 1956 年 2 月，她在上

海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和我说，纺织

厂好，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

了。”从此，不做演员、不当干部，“为

民纺纱”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第三个是 2019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杨浦滨江，鼓励她多向年

轻人讲一讲，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从 13 岁在日资纱厂当童工，到

先后七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

和全国劳动模范，再到如今在哔哩哔

哩当主播、为年轻人讲党课，耄耋之

年荣获“七一勋章”的黄宝妹，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展的“见证

者、参与者、奉献者”。

“要为人民拼命纺纱”

【为民纺纱要拼命干】

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前，90岁的

黄宝妹刚刚从社区打完第二针剂的

新冠疫苗回来。满头银发的她，满脸

笑容，腰杆笔直，说话中气十足，全无

老态。

“我 13 岁就到日本人在上海开

的纱厂当童工，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

来，一天在工厂要走几十公里。”黄宝

妹说。

1931年，黄宝妹出生于上海，父

母殷殷期待，为她取名“宝妹”。可惜

的是，内忧外患之时，又有哪一个人

可以当“宝贝”？

1944 年，13 岁的她进入日资裕

丰纱厂当童工。“那时候，每天工作 12

小时，终日不见阳光，腰酸腿疼不说，

手指也常被纱勒出血。纱线断了不

接，还要被‘拿摩温’（工头）殴打。晚

上要被抄身之后才能回家。”黄宝妹

说。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神兵天降，马路上到处是解放军。”

黄宝妹回忆道。在上海国棉十七厂，

她迎来了重生，“当时我想，既然共产

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纺纱也是为人民

服务，所以我就拼命干、拼命干。”

【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那时物资匮乏，上海纺织业又占

据全国半壁江山，纺织厂算算帐，“浪

费一两皮辊花，等于三碗白米饭”。黄

宝妹作为一名挡车女工，想方设法要

减少纺纱过程中皮辊花的浪费。她探

索出“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

路”的操作法，在全厂推广，不仅能节

省三分之一人力，还可以让机器实现

24小时不停运转。推广后，工厂实行

了 8小时工作制。

当时，在十七厂所有女工里，就

数黄宝妹的皮辊花出得最少、浪费最

少，她纺的 23 支纱只有 0.3%的皮辊

花。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53 年，黄宝

妹从上海数十万名纺纱工人里脱颖

而出，成为中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

范。1956 年与 1959 年，她又两次被

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6 年，我在上海见到了毛主

席。毛主席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

说，我在纺织厂。毛主席说，纺织厂

好，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了。”

联想起自己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会议

的路上，看到农民们只能赤膊在田里

种庄稼的情形，黄宝妹将这句话做成

了毕生的坚守：为民纺纱。

“演员不做，干部也不要做”

【在电影中“自己演自己”】

“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国棉十七

厂黄宝妹同志的真实事迹编写，也是

由创造这些生活的本人亲自演出

的。”

1958 年，由谢晋导演、现存版本

为 48 分钟的黑白电影《黄宝妹》拍摄

完成，放映后引起全国轰动。包括 20

多岁的黄宝妹在内，上海国棉十七厂

脱产拍戏的 10 余人，在电影中都是

“自己演自己”。

电影讲述了没有“波澜起伏”的

坚持坚守：和别的女工“对调”机器，

黄宝妹纺的纱质量依旧上乘；在竞赛

中，她带领团队 4个半小时内消灭了

结头上的“白点”，减少浪费；一场“对

调”机器的戏份，引发了一场“到底是

人掌握机器，还是机器掌握人”的大

讨论———黄宝妹认为，人应该掌握机

器，而不能由机器掌握人。

【我的岗位永远在车间里】

1959 年，《黄宝妹》和《林则徐》

《五朵金花》等影片送往北京，作为国

庆 10 周年献礼。多位领导都说，《黄

宝妹》这部电影拍得很成功、评价很

高，建议黄宝妹当专业演员。

黄宝妹心里清楚，她不是专业演

员，导演对她要求不高。“要是做专业

演员，要求就不一样了，连跑龙套都

轮不到。”

26岁那年，组织曾任命黄宝妹当

干部。几天下来，她“浑身不舒服”，郑

重提出回车间。黄宝妹一直相信“专

业精神”，“我的岗位，永远在车间

里”。1986 年底 1987 年初，在车间工

作了 40 多年后，55 岁的她从这里退

休。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宝妹还曾被

“借调”到江苏启东协助开办聚南棉

纺厂。那时棉纺原料和机器设备异常

紧俏，黄宝妹上北京、去青岛，没日没

夜为企业奔走。当她三年后离开时，

这个乡办小厂已经非常红火了。退休

后，她继续发光发热，参与多地多个

棉纺厂建设，“免费”去帮忙。

“党员永不退休”

【在哔哩哔哩当主播的“90 后”】

如今，黄宝妹和儿子儿媳住在一

起，四世同堂。在杨浦滨江生活了一

辈子的黄宝妹，亲眼见证了上海翻天

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杨浦滨江从“工

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从“黄姑

娘”“黄妈妈”变成一头银发的“黄奶

奶”，她又找到了发光发热的新路

子———给后生晚辈讲党史。

她的行程满满当当：回归社区

后，她用“绣花”功夫说服社区居民积

极参与“睦邻家园”建设；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她又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带头号召儿孙们和小区居民一

起捐款，为“城市守护者”送去爱心。

作为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和杨

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

室的一员，她时常到学校、公司等给

大家讲党课。2020 年 10 月，她的党

课在哔哩哔哩直播，“要接好前辈的

接力棒”“为黄奶奶的为民情怀点赞”

———年轻网友们在直播时发弹幕说

道。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上海考察。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黄宝妹向总

书记讲述了她的生活，感悟自己目睹

的新中国的发展和繁荣。

“总书记嘱咐我，今后要跟年轻

人多讲讲。”黄宝妹说，共产党员退而

不休，她就是要发动年轻人一起来建

设国家，“听课的人说我讲得好，说老

奶奶要多讲讲。现在我就是这样，只

要精力允许，就一定会多讲讲。”

听过黄宝妹讲座的不少人说：

“黄奶奶的人生故事和道德风采，就

是一本鲜活的书。在她身上，爱国主

义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可触摸、

可感悟的。”

获得“七一

勋章”以后，黄

宝妹感到自己

身上的责任更

重了。“‘七一勋

章’挂在胸前很

沉，它代表着一

种精神力量，代

表着党员肩负

的使命。”黄宝

妹说，“我就是

一名普通的工

人，从没想过党和国家会给我这么高

的荣誉。我现在身体还可以，要继续

扎根上海基层社区，做到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据新华社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

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

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

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强

调“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

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

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

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

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时期是我

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

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

1935 年 10 月，从江西出发的

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

百折不挠突破重重险阻，抵达陕北

吴起镇。1937年 1月，中共中央机

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了中共中央

的“落脚点”，也成为了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

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

发点”。

十三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

高峰，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我

们党在延安时期的活动，在党的历

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十三载可歌可泣的

恢弘篇章，孕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

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特

殊历史阶段，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

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高革命精

神和优良革命传统。延安精神的丰

富内涵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全面把握和深

刻理解。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

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

衰成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是精髓，凝结着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

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是本质，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

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党的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

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是特征，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起家的，我们决不能丢掉

这个传家宝。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

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

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

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

优良作风，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

困难、开拓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踏上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

们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凝聚风

雨无阻向前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奋进动力。

新的征程上，每一名党员、干

部都要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作为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

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都要始终把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成

就伟业的思想路线，不断锤炼理论

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和

作风；都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都要始终保持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

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

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

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把延安

精神传承好、发扬好，自觉用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滋养初心、淬

炼灵魂、激励斗志，始终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团结奋斗、同心

筑梦，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

上一切风险挑战，向历史、向人民

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据《人民日报》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新中国第一代劳模黄宝妹：
一辈子为民纺纱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宝塔光辉 映照未来

执行事关公平正义“最后一公

里”，事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

感与满意度。自内蒙古自治区高院

开展提升审判执行质效“蒙马奔

腾”专项行动以来，呼伦贝尔市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

莫旗）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及时部

署、持续发力，特别是针对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集中

攻坚，全院执行工作按下“快进

键”、跑出“加速度”，依靠高效为民

执行的成绩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重拳出击，切实维护
公平正义
“谢谢，非常谢谢，要不是你

们，我们两家的关系还会一直僵持

下去，甚至可能发生一些触碰法律

的事情！”家住莫旗额尔和乡的执

行申请人激动地握住执行法官的

手说道。

11月 2日上午，莫旗额尔和乡

苇塘沟村一户村民的院内人声鼎

沸，拉线打桩、电锯切割、拆除牛

棚。这是莫旗法院正在强制执行一

起相邻纠纷案的现场，此次行动还

特别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检察院干警、政府干部、村干部等

现场监督执行活动。

经了解，原告与被告系邻居，

双方在同村居住多年，后被告在两

家相邻处搭建了三个牛棚，占用了

原告家的土地。原告提起诉讼，法

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限期将占用

原告家土地所建的牛棚拆除。判决

生效后，被告拒绝履行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多次登门商谈、耐心劝说、明法

释理, 均遭到被告拒绝。为有效维

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树立法

律权威，决定对涉案牛棚进行强制

拆除。莫旗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通过

智慧执行 APP 远程视频连线现

场，进行视频远程指挥，随着总指

挥一声令下，施工人员开始拆除被

告占用原告院落的牛棚。11 月 3

日，拆除工作全部完成，土地恢复

原状，案件顺利执结。

为民解忧，执行工作
提速升级
“原来协商定的年底才能给

付，现在提前一个多月就全部到位

了。”申请执行人对法院执行工作

非常满意。2021 年 11 月 28日，莫

旗法院向申请人发放了 35 万余元

案款。

据了解，2021 年 10 月 20 日，

原告申请执行三被告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执行标的 35万余元。经查

询，一名被执行人名下有三处房

产、三辆汽车，法院及时予以查封。

传唤被告后，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

成还款计划：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全部案款还清。

为使案件尽快得以执结，使原

告权益能够及时得到兑现，实现案

结事了，承办法官多次催促被告尽

快偿还案款，并向其释法析理，耐

心听取意见。经过执行干警的沟通

协调，被执行人将 35 万余元案款

及执行费交至法院，当天申请执行

人就领取到了上述案款，本案得以

高效、快速执结。

据了解，自“蒙马奔腾”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莫旗法院组织集中执

行行动 10 次，出动警力 230 人次、

警车 75 辆次，强制传唤被执行人

35人，拘留 2人，执结案件 462 件，

达成和解 140 余件，执行到位标的

642 万元，执结率 80.1%，与去年同

期相比提高 11.2%，执行质效和辖

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均明显

提升。 敖庆杰

“策马奔腾”解民忧

内蒙古莫旗法院执行工作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丰

辣椒中的“茅台”谓之湖南省的

樟树港辣椒，今年一斤高品质樟树

港辣椒的售价是 288 元。

今天我们所说的主角是托克托

县的辣椒。

托克托县的高品质辣椒售价每

斤在 25 元左右，这个价格相比“茅

台”来说，就是“二锅头”。但是“二锅

头”也有自己的品味，那就是香而不

辣。

托克托县的辣椒色鲜、肉厚，且

果实富含丰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以香而不辣著称。

每到秋冬交替时节，火热的秋

收景象接近尾声，在农民的院子里，

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采摘下来晾晒

在农民的围墙上、房檐上。

托克托县的辣椒味道独特，还

在于它传统的制作方法：辣椒晒干

后，手工用“铁钵”捣成小碎片，然后

以七成熟的纯胡油一炝，色、香、味

俱全，是托县炖鱼、托县炖豆腐、粉

汤等地方特色食品的主要调料。那

个味儿呀，随时都能打开你的味蕾。

《吕氏春秋·本味》中就有记载：

“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

五味。《通俗文》云：“辛甚曰辣。”这

说明起码从商代以来，我国人民就

把辛辣作为“至味”的五味之一，特

别是江荆一带，更是如此。

南方夏日潮湿，北方冬天寒冷，

故而辣椒“粉身碎骨”也要为人们祛

湿御寒。

托克托县的辣椒原产于古云中

黄河岸边的一溜湾，栽培历史悠久，

其形状如灯笼，故得美名“红灯笼”，

挂在屋檐下象征红红火火，吉祥如

意。

据说，双河镇格图营村的红辣

椒最香，原因在于该村所处的独特

地理位置。这一带位于黄河拐弯处

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地带，属于“向阳

坡”。在辣椒生长期的早春时节，

这里地温较平地高出 2-3℃，日

照充足。正是因为这种“小气候”，

所以这一带产出的辣椒含油量大，

色泽鲜艳，特别好吃。辣椒也卖得最

贵。

经过多年的培育，托克托县的

辣椒适应了呼和浩特周边人喜欢微

辣的食辣习俗。这种辣椒结果多、果

实红熟快、含水量低、糖分和含油量

高，具有香而不辣的特点，因此深受

北方人喜爱，在呼包鄂以及乌海、巴

彦淖尔等地享有盛誉。

托克托县辣椒在 2010 年被认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未来的托

克托县辣椒发展之路定会越走越宽

阔。

托克托县辣椒随时都能打开你的味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