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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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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近日，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
通知》，就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党
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
合起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
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根本宗旨，强
化公仆意识、为民情怀，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结合各行
各业实际，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
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
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
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昂
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通知》强调，要聚焦聚力重点任

务，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让群
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
幸福生活；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办实事，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
社会主义新乡村；着力保障基层民生
需求办实事，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着力深
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办实事，完
善办事流程、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
效率；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办实事，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通知》强调，要把察民情访民意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组织党
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深入生产一线、
深入下属单位、深入工作服务对象，广
泛听取意见、了解民生需求。要聚焦群
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
问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
留问题，研究提出和实施“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项目。集中出台一批有利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政策举措，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
民的实招硬招，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
的项目工程，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
矛盾纠纷。要深化岗位建功和志愿服
务活动，带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推
动形成各级党组织聚焦聚力、广大党员
积极行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踊跃参
与的良好局面。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

织领导，研究确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协
调推进重点工作任务；要注重分类分层
次实施，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
层级党组织分别提出要求；要加强宣传
引导，深入报道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充分反映基层的经验做法和实际
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科学安排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
减负，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
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张文
涛）昨日，市公安局通报清明小长假全
市警情情况。据统计，4月3日0时至
5日16时，公安机关接报刑事警情同
比下降3.4%，各大祭扫点位、旅游景
点治安秩序良好。

清明假期，按照市委、市政府和
公安部统一部署，我市公安机关全面
提升安保等级，全警动员，全力以赴
投入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各项工
作，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
定。其间，启动超常规巡逻模式，加
大警力投入，持续加强重点部位、人
员密集场所及周边区域巡逻防控，全
力做好全市32处景区景点人员引导
和车辆疏导，严防拥挤踩踏等安全事

故发生；强化危化品从业单位的督导检
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积极配合规划资源等行政部
门，持续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严防
发生森林火灾。
与此同时，公安治安管理部门强化

各群众集中祭扫点位门前秩序维护和应
急处置等工作，加大殡仪馆、公墓、陵园
等周边区域禁放烟花爆竹的巡查力度，
倡导文明祭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加强
祭扫活动场所及周边区域、沿途路线的
交通疏导，深入推进违法超员和违法载
人专项治理“百日行动”、货车超载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强高速公路、
国省道交通事故预防工作，为群众假期
出行营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王音

随着文明祭扫观念的深入人心，“一
束鲜花祭亲人”成为清明祭扫的新风
尚。连日来，西青区中北镇曹庄花卉市
场持续火热，前来选购鲜花的市民络绎
不绝。
记者从曹庄花卉市场了解到，清明

期间，用于祭扫的各色菊花销售紧俏。
几乎每家商户都在显眼位置摆放了装点
淡雅的祭扫花束或花篮。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普通菊花的价格基本为每扎25元

至35元，产地和品种较高端的菊花价格
为每扎70元至80元。
“因为疫情影响，种植量少了，价格

自然高了点。不过，我们今年推出专门
用于祭扫的小花束，精致又方便，挺受欢
迎的。”商户赵女士说。
“每年清明都来这里买花，质量好，价

格也比较实惠。现在都不烧纸了，鲜花祭
扫文明、环保。”市民李女士说。据曹庄花
卉市场负责人张桂发介绍，今年清明前
夕，市场每天的人流量为13000至14000
人次，日销售额大概在70万元至80万元。

本报讯（记者韩雯）作为传统习俗，
祭扫是清明节的重要主题。根据民政部
门的统计，清明小长假，仅市属殡葬服务
单位（市第一、第二、第三殡仪馆以及天
津寝园、天津憩园）就接待祭扫群众95.2
万余人次、车辆19.5万余辆。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群众在祭扫时，用鲜花替代纸
钱、用咏诵替代鞭炮、用思念替代香烛，
一股股文明祭扫“新风尚”正在津沽大地
悄然成风。
什么是最打动人心的缅怀？从市第

一、第二殡仪馆举办的“都市文明 集体
共祭”活动中可以找到答案。一枝洁白
的菊花，一盏摇曳着星光的烛杯，一首舒
缓低沉的月光曲，一篇感人至深的共祭
词……在文明肃穆的氛围中，在主持人
饱含深情的话语中，思念的泪水不由自
主地从眼角溢出。作为首次参与者，家
住南开区长虹街的孙苗杰说，当音乐响
起的那刻起，尘封的记忆一下子被打开，
仿佛回到了过去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今年的祭扫，也刷新了孙苗杰对祭

扫方式的固有观念。他说，以前，祭扫是
“负重前行”，大包小包的纸钱、金元宝，
还有香炉、供品，如今，祭扫是“轻装上
阵”，逝者的遗像、灵位牌，还有一朵小白

花，同样可以追思祭拜先人。
市民政局殡葬处处长张悦东介绍，

今年清明祭扫活动启动后，市第一、第二
殡仪馆每个周末都有集体共祭主场活
动，场场爆满，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两
个馆又增设循环场次，供没报上名参与
集体共祭的市民随时选择这种文明祭扫
方式。目前，在市第一、第二殡仪馆，参
加集体共祭（含主场和循环场）的有近
4000户、约1.3万人；使用文明祭奠室的
有2.8万户、11.3万人。从统计结果看，
文明祭扫理念已深入人心。
除了出行祭扫，还有一部分市民选

择“云祭扫”，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清明
小长假，网络祭扫人数达到2.1万人次。
不见了香烟袅袅，并不妨碍我们在

追思中感悟生命；不见了喧嚣吵闹，我们
依旧在感恩中传承责任。张悦东说，祭
扫重在表达感情，这份感情并不蕴含于
纸钱和鞭炮中。一束菊花、良久静思，过
程简洁却不简单，仪式肃穆而不敷衍，情
感饱满而不轻慢，同样可以传承追思怀
远的传统美德，远比那些污染环境的方
式有意义多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采
用更健康、更环保的方式缅怀先人，还清
明节“清洁明净”之义。

临港经济区粮油物流中心一
期筒仓目前已进入工程收尾阶
段。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天津临港
粮油产业园成为北方最大的粮油
食品加工基地。

本报记者张磊摄

清明小长假市属殡葬服务单位接待祭扫群众95.2万余人次

透过数字看祭扫，“文明”很直观！

清明小长假我市社会治安秩序稳定良好

“一束鲜花祭亲人”成为新风尚清明祭英烈

■本报记者陈忠权

松柏青翠，烈士纪念碑高耸云天，
在蓟州区盘山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
2866名革命英烈。清明时节，每天都
有1000多名烈士亲属手捧鲜花前来
扫墓。在革命烈士纪子祥墓碑前，摆
满了祭品和花圈，74岁的烈士儿子纪
成才，搀扶着101岁的母亲，带着晚辈
给父亲扫墓。这是父亲牺牲后，他和
母亲首次给父亲扫墓，他在墓碑前长
跪不起，泪流满面……
“1947年，我父亲参加革命，当时

我才8个月，哥哥才3岁，一年后，父
亲光荣牺牲。新中国建立后，全家曾
多次打探父亲墓地位置，但始终没有
消息，后来在民政部门大力帮助下，终
于得知父亲墓碑在盘山烈士陵园，今

年清明节就带着母亲和全家过来，一起
给我父亲扫墓，教育晚辈更加热爱党，热
爱我们的祖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慰藉
英烈在天之灵。”纪成才哽咽着说。
烈士纪子祥遗孀、百岁老人刘继英

抚摸着墓碑说：“我给你扫墓来了，儿子、
儿媳、孙子、孙女、重孙都过来了，全家28
口人，今天来了18口人，现在儿孙们生活
都很好，你放心吧，以后每年清明节，我
们都会给你扫墓……”
刘继英老人虽已年过百岁，但身体硬

朗，头脑清楚，语言表达依然清晰。老人
告诉记者，1947年9月，丈夫纪子祥参加
革命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她至今清
楚地记得，临行前，丈夫叮嘱她一定要把
两个孩子养育好，不管千难万难，因为这
是革命的根，她当时含泪点头答应。一年

后，丈夫在密云攻打敌人炮楼时负重
伤，托人给她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
已负重伤，要求她在养育好孩子的同
时，要积极为革命作贡献。刘继英牢记
丈夫的叮嘱，当上了村妇联主任，积极
组织妇女为战士做鞋帽……
现在刘继英老人一大家住在蓟

州区罗庄子镇泥河村，儿孙满堂，现
在她的日常生活由二孙女一家照顾，
十分幸福。老人说，每年政府都派人
看望她，给她送来了生活慰问品，她
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教育儿孙
们要干好工作！
盘山烈士陵园副主任刘燕海介

绍，为帮助更多革命烈士找到亲属，
他们从去年开始建立了为烈士寻亲
网站，把姓名、原籍、参军时间、照片、
牺牲地点等消息在网上公布，2020年
已为41名英烈找到了亲属，烈士纪子
祥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正通过国
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为烈士寻亲”网
站继续为烈士寻亲。

本报讯（记者 王睿）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开展“祭英
烈·学党史·做新人”主题活动，引导
广大未成年人坚定理想信念，继承
优良传统，厚植红色基因，致敬英
烈，寄托哀思。
这几天，北辰区华辰学校的少先

队员来到大沽口炮台，他们身穿校
服，高举星星火炬的旗帜，静静肃立，
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学生们
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默哀3分
钟，缅怀英烈。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负责人崔志华表示，一样的清明、
不一样的文明，此次活动旨在以全新
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民俗节日
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内涵，同时
也让孩子们实地了解中华民族英勇
抗击外敌侵略的不屈历程。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开展
“祭英烈·学党史·做新人”活动

日前，宁河区区委办、人武部、民政局等14家单位组织300余人来到宁河区烈士陵园开展祭奠革命先烈活动，大家在于
方舟烈士雕像前默哀、献花，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田雨宸摄

他终于见到了父亲墓碑
缅怀革命先烈

做美好生活“建设者”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青山埋

忠骨，碧血染红旗，你们用鲜血才换
得今日的繁华安宁，人民永远记得
你们……”一名农民工党员在卡片
上郑重写道。日前，为重温党史、缅
怀先烈，中建安装一公司天津分公
司中新天津生态城碧桂园小学项目
将“缅怀墙”搬到了项目部，建设者
们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以及对
党和国家美好未来的憧憬写在卡片
上，贴在“缅怀墙”上。
前不久刚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的员工秦明表示：“中华民
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今天我
们崇尚英烈、学习英雄，就是要‘记
得来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
一定要接好‘接力棒’，做美好生活
的‘建设者’。”

■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

■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聚焦发展亟待
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聚焦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研究提出和
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上接第1版）
海河少年艺术团表演了配乐诗朗诵

《向英雄致敬》，共产主义接班人以赤子
之心向英烈致敬。壮美的歌曲《英雄赞
歌》展现英雄壮举，讴歌英雄伟大。配乐
朗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娓娓道来
“最可爱的人”令人敬佩感动的故事。歌
曲《追寻》把勇做时代奋斗者的心情融于
歌中。舒婷的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亦是深沉又抒情，抒发对祖国的无比
热爱、无限期盼和献身决心。配乐朗诵
《信仰的味道》、歌曲《不忘初心》，表达出
越是在日子够甜的时候，每一名共产党
员越要自觉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不忘

初心地继续前进。
演出在全体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中落幕。许多观众也随着激
越饱满的合唱抒怀，他们纷纷表示，通过
这次演出，在清明时节再一次回顾了革
命烈士胸怀祖国、浴血奋战的悲壮场景，
真是让人刻骨铭心。我们铭记英烈，也
是铭记着中华民族无畏勇毅的精神，在
今后的日子里更要不负他们的遗志，珍
惜美好生活，继续阔步向前。
上图：昨日，来自天津青年友好使者

艺术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为观
众献上感人的朗诵和歌曲。

本报记者姚文生摄

清明忆英烈 永远跟党走

（上接第1版）
不仅如此，村里还积极拓展葫芦

加工工艺，创建了葫芦工艺制作室。
经过雕刻、烙烫、彩绘、勒扎等手法，普
通的葫芦成了一件件工艺品，价格也
翻了几番。“手工掐丝景泰蓝葫芦，一
般卖600、700元，品相好的可以卖到
几千元。年初到现在已经接了200多
个订单。”手工艺师朱娜是本村村民，
凭借着独到的手工技艺，朱娜在工作

室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同时，她还
肩负起了培训更多手工艺师的责任。
如今，定期到这里学艺的村民也越来
越多。

春风吹遍地，乡村振兴迈阔步。
借助“小葫芦”的发展优势，大杜庄村
生态产业项目慢慢铺开，总规划占地

400亩的生态旅游观光园正在加紧建设
中。目前，新扩建的葫芦种植基地已初
具规模。未来还将打造葫芦文化中心，
建设葫芦主题博物馆、葫芦加工体验中
心、烫画艺术培训中心等，吸纳人才，传
承技艺。让“小葫芦”变身“宝葫芦”，铺
就幸福小康路。

“宝葫芦”铺就幸福小康路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部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