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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赴使命精神永励后人
本报评论员

“一片初心为谁红，终无愧，此一生。许
党许国，誓言刻心中。”梁有祥同志走了，他的
时间，永远停留在了2021年2月19日，他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1岁。他的一生，如此
短暂，他把生命最绚丽的部分都献给了挚爱
的纪检监察事业，始终牢记使命、尽心竭力，
始终知重负重、勇于担当，始终勤勉敬业、甘
于奉献，始终顽强拼搏、奋发有为，他是新时
代纪检监察铁军的杰出代表，更是全市党员
干部学习的先进楷模，值得每个人敬仰。

忠诚是事业之魂。要向梁有祥同志学
习，学习他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自觉把人生追求与党的崇高事业紧密联系起
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梁有祥同志曾
在一次党支部集体学习时谈到，“对党绝对忠
诚，这是咱们纪检监察人的政治基因，坚守最
初的心，才能走好最远的路！”他用最平凡朴实
的话语，道出了一名党员对党组织的无限忠
诚。定力源于信仰、信仰铸就忠诚，要像梁有
祥同志一样，时刻牢记忠诚于党的政治要求，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做党和人民
的忠诚卫士。
实干是动力之源。要向梁有祥同志学习，

学习他恪尽职守、攻坚克难的职业精神，立足岗

位、苦练事功、积极主动在岗位上挑重担、当先
锋。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梁
有祥同志生前，一个月内跑遍近20个乡镇村庄
并与100余人谈话取证、45天组织完成7000平
方米全面从严治党主题教育展览布展任务……
为了确保每一项工作都高质量完成，他不畏艰
难险阻，力求精益求精，把“如果能做到100分，
绝不会让它停在99分”发挥到了极致。

朴实是立身之本。要向梁有祥同志学习，
学习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坚持以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精神，脚踏实地
做好每一件事。朴能镇浮，静能御躁。一床被

子、一个脸盆、一个枕头，加班晚了就在办公室
休息；个人荣誉能推就推，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
求、添一点麻烦；朋友圈很小，从不在饭桌上谈
及工作……梁有祥同志始终恪守纪检监察干部
行为准则，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
平凡的工作上成就不平凡的人生。

斯人已逝成千古，精神永存励后人。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要坚持以梁有祥同志为榜样，大
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苦练事功、
振奋精神、拼搏奋斗，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
的职责，推动我市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为扎实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关于“以典型为
引领，向典型看齐，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要
求，5月19日下午，市纪委监委召开梁有祥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会，组织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学习梁有祥同志
忠诚担当、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激励全市纪检监察干
部对标先进、担责担难、创新竞进，在全面从严治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中当先锋、作表率。

报告会以视频短片和现场讲述的方式，回顾了梁
有祥同志生前工作生活中的感人细节。通过梁有祥身
边同事的生动讲述和对梁有祥母亲、兄长的采访，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了解到他转战纪检监察战线多个岗位，
踏实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了解到他出身农村，好学上
进，延续了父辈敦厚质朴的良好家风；感动于他始终牢
记初心使命、对党忠诚、一身正气、淡泊名利，坚守共产
党人精神家园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思想洗礼。
“鞠躬尽瘁竭心力，留此精神再出征。”参加报告会的

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表示，要从梁有祥同志先进典型事迹中
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正气、鼓舞斗志，积极进取、攻坚
克难，凝聚起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市纪委监委机关设
主会场，在各区纪委监委、各派驻（派出）纪检监察机构设
分会场，共计35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

市纪委监委召开梁有祥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5月19 日下午，市纪委监委举办梁有祥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以视频和现场讲述的
方式，展现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先进代表牢记
初心使命、担责担难、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
激励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
担当担责、攻坚克难。

连日来，梁有祥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市
纪检监察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梁有祥同志
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以梁有祥同志为榜样，将他敢于斗争、勇
于担当的崇高精神落实到推动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之中。

市纪委监委机关各部门纷纷组织专题学
习，部分干部自发到梁有祥同志生前工作过
的办公室敬献鲜花，踊跃报送“亲笔书”，抒发
对梁有祥同志的思念与不舍。机关干部纷纷
表示，要深入学习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学习

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担责负重、
顽强拼搏的敬业精神，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为
民情怀。
市市级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向85个所属市

级机关纪委转发了深入学习梁有祥同志先进事
迹的通知，积极组织学习。大家一致表示，要以
梁有祥同志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职尽
责，知重负重、担险担难，勤勉敬业、甘于奉献，
顽强拼搏、奋发有为，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
凡的工作业绩。
河北区纪委监委结合当前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以“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等方式深入学习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
对标先进、查找差距、补足短板。西青区纪委监
委以“学史鉴往 薪火相传 锻造新时代忠诚干
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为主题，开展党课宣讲
活动，广泛宣传梁有祥同志感人事迹和高尚品
格，通过“深度解读”“分享亲笔书”“分享入党初
心”等多种形式，营造追忆榜样、比学先进、不忘
本来、开创未来的浓厚氛围。

梁有祥同志曾在市水务系统长期工作，市纪
委监委驻市水务局纪检监察组把学习弘扬梁有

祥同志先进事迹作为鲜活教材，充分发挥这个身
边“双重”战友身份的模范人物榜样作用。市纪委
监委驻市交通运输委纪检监察组采取个人自学
与集体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先进事迹学习走
向深入。市纪委监委驻天津农学院纪检监察组
坚持把学习先进事迹与正风肃纪反腐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提出“开展一次监督调研、办好一件棘
手案子、跟进一个整改落实、主笔一篇工作信息、
绘制一幅信访导图”等实际举措，学习梁有祥同志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过硬作风，以
学促做、以做验学。

西青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王冰：

有祥同志是我们的老同事。他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件事：2018年，有祥同
志兼任市警示教育中心主任，统筹“全面从严
治党主题教育展”的布展工作。一个从没干
过工程、搞过展览的人，要在规定时间内组织
完成展陈面积7000平方米的展厅布展施工，
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有祥同志却凭借着他对工作的韧劲、精益
求精的态度和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将不
可能变成可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保证
展览如期开展。许多人都去实地参观过展
览，展览质量非常高，很有教育意义。从这一
件事上，就能体现出有祥同志对党忠诚、为党
尽职的政治品格，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担当
精神和勤勉敬业、忘我奉献的优良作风。

市纪委监委驻天津农学院纪检监
察组组长徐兴云：

我仍记得，和有祥在市纪委原第七纪

检监察室共事期间，要对蓟州区一名市管干
部进行立案审查调查。专案组的工作对于我
和有祥来说是新鲜而又陌生的，可他主动请
缨牵头负责外查工作，着实令人心生敬佩，他
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给我和其他
同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谈话对象多达
100余名，需要核查的账目堆满了整整一间
办公室，一个月的时间，无论是旭日初现的清
晨，还是皓月当空的深夜，专案组驻地办公室
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

有祥，我的好兄弟，你未竞的纪检监察事
业，我自当以“拼搏奋斗”为笔，全力书写“忠诚
干净担当”的答卷。

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委纪检监察组
副组长孟宪伟：

在市委巡视组工作期间，我与梁有祥同志
有过工作接触，到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后，为了
做好宣传工作，也专门向他请教过经验。我感
觉，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什么工作，他都是那么
热情，帮助出思路讲方法，他的音容笑貌现在回
忆起来依然印象清晰。只要接触过有祥，都会
被他的工作热情深深感动，被他的勤勉敬业、甘

于奉献深深感动。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敢于碰硬、敢于较真
的斗争精神，是我努力的方向；他实干苦干、严谨
细致的过硬作风，是我追求的目标；他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是我人生的座右铭。

蓟州区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吕
新宇：

从转隶到蓟州区纪委监委宣传部工作开
始，就听说梁有祥同志为人低调，待人热忱，对
待工作认真负责，勤奋敬业，但始终未曾谋
面。直到2019年，我们宣传部一行4人赴正
在筹建中的市警示教育中心参观学习，当工作
人员指着一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站在梯
子上往展墙粘贴艺术字的微胖同志说，那就是
梁部长时，我心中不由得暗吃一惊，没想到他
亲自做这些小事。在这次参观学习中，梁有祥
同志详细为我们介绍了中心的布局、设计、施
工等等，让我们受益匪浅。后来，一直期待能
有机会再向梁有祥同志学习请教，但突闻噩
耗，惊愕之余悲痛万分，他光辉的品格和朴实
的作风一直影响和震撼着我。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徐丽孟若冰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委纪检
监察组组长谢德洪：

梁有祥同志是我们身边的楷模和榜样，
是纪检监察战线的先锋标兵，他用生命诠释
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用奉献书写了无
愧于党、无愧于纪检监察事业的人生华章，用
品格树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道德丰碑，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梁有祥同
志最好的追思和纪念，就是要紧密结合正在
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年度重点工作，扎扎
实实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市农业农村委
系统纪检监察干部自觉用梁有祥同志的崇高
风范洗涤心灵、净化灵魂，用梁有祥同志的精
神力量铸就铁军、激发斗志，真正把学习动力
转化为狠抓任务落实的具体行动，把学习成
效体现在强化政治监督、开展基层监督、强力
正风肃纪反腐、加强队伍建设上，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干部
张晓芳：

梁有祥同志用二十二年如一日的奉献与
坚守，道尽了对党、对事业的忠诚，作为纪检
监察战线的一员，我深深体会到这份事业的
可贵，体会到可以为这份事业奋斗一生是多
么的荣耀。梁有祥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他还在为纪检监察事业忘我地工作，他是
用忠诚和执着诠释了什么叫生命的厚度！这
种无私的精神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也像一
面镜子让我们对比寻找差距。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始终以榜样的精神激励自己，心底无
私、心怀赤忱，脚踏实地、廉洁自律，把对党忠
诚、为民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融入到日常工
作中。

南开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干部王跃鹏：

“一个人生命意义的长短，取决于他付出
的实际的短长”，这是梁有祥同志写在工作日
志里的话，这也是他人生的价值坐标，30本
工作日志、百余万字文稿、7000余平方米的
警示教育展厅……一件件凝结他心血的文字
和实物，把他短暂的人生之路铺得更加宽
广。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责无旁贷，
必须接过他未竞的事业，进一步苦练事功、振
奋精神、拼搏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市水务局离退休干部处处长董树龙：

有祥，你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
老师，我为你骄傲！作为水务战线的战友，我
为你骄傲！作为拥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同
志，我为你骄傲！我们以你为榜样，在鲜红的
党旗引领下，为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而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西青区纪委监委召开向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学习推动会。 蓟州区纪委监委以支部为单位，在党员政治学习日集体观看视频短
片，深入学习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

比学先进，担当担责

留此精神再出征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广泛开展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活动

学 习 反 响

市纪委监委召开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委纪检监察组追思学习梁有祥同志先进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