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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百年征程风华正茂汲取干事创业伟大力量
——北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发言摘要

天穆镇坚持以史铸魂、以史明志，
突出用百年历程和家国情怀诠释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党史学习教育引
领民族团结进步新乐章。

一是聚焦基层，奏响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曲”。组建“青春亮相新时代”青
年理论宣讲团，通过基层课堂深入讲、
进楼入户对面讲、走进企业嵌入讲、场
景模拟现场讲、“点单”送学精准讲等方
式，开展宣讲活动40余场，宣讲团成员
与全镇 50 年以上党龄老党员“结对
子”，开设“光荣在党50年”专栏，刊发
老党员光荣事迹，发挥榜样力量。成立
由群众文艺骨干40余人组成的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紧扣红色教育主题，原创

一批展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形象的文艺
作品，深入各村居开展文艺演出72场，
受众万余人，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唤起
红色记忆、经受思想洗礼。
二是聚焦民族特色，奏响党史学

习教育“交响曲”。为引导少数民族群
众和信教群众爱党爱国爱教，结合天
穆村实际，量身定制了“五个一”系列
活动，即讲一堂党史课、建一个图书
角、组织一次参观展、举办一次交流
会、开展一次志愿活动。天穆村党委
书记穆瑞芳情真意切讲党课，并向各
清真寺发放党史学习教育书籍。村党
委举办“不忘初心忆党史，牢记使命强
担当”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广大党员、

民族志愿者骨干参观“香山革命纪念
馆”，在清真寺建立党史图书角，组织
信众认真学习，筑牢共同体意识，绘就
红色“同心圆”。
三是聚焦抒难解困，奏响党史学习

教育“奋进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高标准落实“四个走
遍”，访民情问民需、听民声解民忧。围
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安置房配套道路和
管线建设、外园地区用水困难、富余劳
动力就业、低保救助、市容环境整治等
涉及群众利益的现实问题，制定群众诉
求清单 1894 项，截至目前，已解决
1662项，让老百姓充分感受党史学习
教育带来的真实惠和新气象。

北辰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红色热土和革命英雄辈出之地，作为一
名从事地方史志工作的老党员，既为生
在这片沃土感到自豪，也为以毕生之力
研述党史感到光荣。党史是一座精神
宝库，我愿意一辈子为党史普及教育铺
石垫路，当好红色文化“传播者”和红色
声音“广播员”。

用赤诚爱党之心苦练“内功”。没
有积淀深厚的党史知识，就作不出有见
地、冒热气、引共鸣的宣讲。我半生研
究挖掘整理北辰党史300余万字、笔记
59万字。宣讲前反复阅研材料，融入
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精心撰写宣讲提
纲，增强感染力和感召力。多次往返京

津两地走访烈士遗迹，收集杨连弟烈士
上百张照片和徒手攀登45米高桥墩实
况影像，丰富安幸生烈士故居文物，编
辑制作《登高英雄杨连弟》《革命先驱安
幸生》口述历史视频，让听众身临其境、
刻骨铭心。

用服务为民之心做实“细功”。坚
持以小见大、推陈出新、按需施教，查阅
相关资料，选取历史图照，理清主线脉
络，并辅以多媒体技术，力求内容鲜明
准确、形式生动时尚。紧扣小故事、小
切口、小观点，折射大主题、关照大情
怀、阐明大理论，真正把战争年代的苦
难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时期巨变风貌对比讲解，在感悟时代变

迁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品味初心使命中
心怀国之大者。

用担当作为之心锤炼“事功”。坚
持砥砺初心、弘扬正气，主动走进基层
一线开展党史宣讲 30 余场、听众达
3000余人，为媒体专题介绍北辰革命
斗争人物15次，重点打造“百年北辰名
人专栏”“百年北辰主题展”、北辰革命
人物系列连环画创作等主题活动，为红
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史料素材及
文字整理。在区委宣传部重点打造的
“百年北辰名人展”中，精益求精做好酝
酿策划、人物选取、史料搜集、文稿打磨
等工作，推出一批北辰名人，用心用情
播种“红色种子”。

我是北辰教育系统一名思政课教
师，作为学生心灵的守望者、信仰的传
播者，我要从党史学习中汲取奋力前行
的不竭动力，讲出最深情最动情的思政
课，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
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讲出信仰与立场的忠诚信念。面
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对学生
要敢于直面问题、举旗亮剑，讲出马克
思主义政治信仰，讲出以人民为中心政
治立场，讲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精神追
求。在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课
时，用历史眼光、历史史料、历史数据明
确指出抗美援朝是伟大的胜利、人民的
胜利、正义的胜利，感悟出中国共产党

的胆识和魄力。
讲出自信与主旋律的时代华章。

思政课教师要有“当代意识”和时代高
度，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
合。在讲“履行义务”时，创设“给戍边
英雄”写信情境，孩子们情真意切、泪流
满面，把青年学生的“青春梦”转化为知
党情、报党恩、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讲出智慧与方法的创新创造。从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
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比上，从过去和现
在、未来时空上，讲出理论背后的思想
性、战略性、逻辑性和智慧性。在讲
“中国自信”时，通过“疫情下中美国家

治理效能的差异”“疫情下中美两国老
人的医疗救治”等鲜活案例，深刻讲解
中国制度优越性、中国政党先进性，真
正让“四个自信”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讲出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双重叠

加。党史教育不是简单的讲授历史，而
是发挥教师主导性，创设情景架起学生
和党史人物、事迹之间的桥梁，让学生
成为课堂主体，缩短孩子们与党史之间
的距离，做到“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
须大见解”的境界，为孩子们送去成长
的智慧和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生生
不息、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以青春之我
创造青春之中华。

我坚持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把学党史、讲党史作为军人的崇高使命
和政治责任，以血性豪情传播红色声
音，以鱼水深情践行救死扶伤，真正履
行好“躺着也要战斗、起来就要冲锋”的
铮铮誓言。

学得认真、心中有数，才能讲到点
子上。把学习党史作为永恒追求，把
宣讲党史作为人生信条。在原汁原味
学习党史教材基础上，将《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作为自选书籍深研细悟，
以《少遇逆境志更坚》为题，结合自身
经历和感悟，分3次为全体员工讲了7
个半小时党课，撰写《常读〈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立体性感受》”一文，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品质
融入血脉灵魂。住院期间将《中国共
产党简史》和政治生日笔记本带在身
边，没有耽误学习，病好之后迅速投入
党史宣讲工作中。
边学边干边悟，才能讲到心坎里。

北门医院每周一政治学习日坚持32
年，我在医院带头讲党课。2019年参
加受阅以来，特别是央视七套《老兵你
好》栏目播出“从医守军魂——疆场老
兵王维栋”事迹后，请我讲党史课的单
位应接不暇。把宣讲党史作为老兵应
尽责任和无上荣耀，努力把每一次党史
课讲活讲实讲透，让党员干部有感悟、
有提升、有收获。讲课前了解听课对象

需求，既让宣讲有的放矢、精准有效，也
让党课更具感染力。
善于动脑子有创新，才能讲到灵

魂里。为使宣讲入脑入心、让人感动，
我透过弹壳讲战场上的悲壮故事，将
抽象理论创作成小故事融入宣讲中，
确保有滋有味、深入人心。亲赴全国
五个政治实践基地采访实录，增进对
领袖的情感认同。挖掘红色宝藏，激
发实践动力，创立“五个尊严”服务模
式和“温度服务副主任”工作机制，开
展向张伯礼院士学习活动，创作情景
剧《向你致敬》，在天津电视台播出，使
红色成为北门医院处处飘扬、人人信
仰的最美颜色。

社区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宣
传提效、服务提质的有利契机，努力打
造“新华里·心服务”红色文化新品牌，
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热起来火起来实
起来。

一是学习教育热起来，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针对社区
里退休、行动不便老党员多的实际，采
取上门送学、点对点帮学、线上云课堂
等形式，开展集中学习13次、送学上
门近300人次。组织“银发宣讲团”开
展专题宣讲、楼院微党课、入户宣讲近
50场，把党的声音广传播、红色种子深
埋下。组织开展“忆党恩跟党走”“百
张笑脸迎百年”“红色百年首善新村”

等30余场特色活动，擦亮社区红色文
化品牌。

二是红色氛围火起来，让红色社风
家风“春暖桃花遍地红”。坚持把传播
向善向上家庭文化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最生动的信仰传承和最有效的教育载
体，建设“首善家风展馆”“家风传承楼
门”“心愿墙”“家风长廊”“家风调解
室”，打造“道德讲堂”“楼门全家福”“邻
里文化节”“家风展示台”等家风文化品
牌，开展“家风大讲堂”“家风诗词汇”
“家风家训分享交流”“传统文化展示”
等特色活动，将“红色家风文化”写入
《居民公约》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制度规
范，打造全街“家风示范社区”，构筑崇

德向善、聚力圆梦的“精神长城”和“文
明坐标”。

三是为民服务实起来，让实践活动
尽显“一枝一叶总关情”。坚持“干”字
当头、“实”字为要，当好党的方针政策
坚定“执行者”。大力开展“战‘疫’一线
党旗红，疫苗接种走在前”实践活动，采
取绘制作战图、组建宣传队、建立“三
色”台账和上门问诊、入户发动、车接车
送等措施，扩大接种面，提升接种率。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发
“党群连心卡”，提供全天“不打烊”上门
服务，建表立账挂图作战，收集解决群
众诉求56件，整改落实率100%，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绘就红色“同心圆”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天穆镇党委书记 马云洪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区农业农村
委做到“三突出三提升三用心”，即在
党史学习中突出农村革命史、农村改
革史、农村巨变史；在感悟思想中提升
理论水平、党性修养、业务能力；在办
实事中用心谋划农业转型升级之局、
走好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谱好农民共
同富裕之曲，开辟“三农”升级加力、提
质增效新局面。

一是学出坚如磐石政治自觉，汲
取百年党史精神之魂。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神圣使命，用
巨大成就验证初心使命。农委聚焦农
村革命史、农村改革史、农村巨变史，
引导党员干部深悟习近平总书记“三

农”重要思想，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思
想支撑。

二是学出拼搏进取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恢弘之力。坚持守正
创新，在红色教育和红色传承中践
行使命担当。与天津师范大学、天
津农学院开展战略合作，推进资源
共享、深度融合；组建“乡土宣讲
团”，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接地气宣讲；
推送韩家墅村党委书记走上中央电
视台“乡村演说家”舞台；编撰《“三
农”风采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开
展“我是红色传播者”活动，让农委干
部上台讲党史、传理论、谈心得，更加
感到干部群众对党的领袖满怀爱戴

与拥护，对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传统
充满热爱与信仰，对辉煌成就倍感自
豪与珍惜。

三是学出永葆初心为民情怀，厚
植党群关系鱼水深情。深切领悟“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
涵，立足本岗为群众办实事、谋幸福。
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盘活资源
强效益，激活芯片增动力，推进乡村旅
游串珠连线，让农业成为最有奔头的
产业；倾心倾情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让
乡村成为流连忘返的家园；纵深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让农民成为生活
幸福的群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区贡献农委力量。

点燃红色信念之火 汲取乡村振兴之力
区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 张凯

讲好党史思政课 当好学生引路人
天津市河头中学教师 林茂

一生传党史 甘当铺路石
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区关工委副秘书长、区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胡曰钢

铮铮铁骨铸军魂 腾腾热血抒党恩
北门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 王维栋

抓实党史学习教育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果园新村街新华里社区党委书记 刘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