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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落实工作布局 推进“四城同建”
■杜 娟
换，不少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走进新时代、站
的核心位置、深化改革开放、打好打赢三大攻坚
2014 年 5 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调 研 指 导 河 南
在新起点，漯河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优势、 战”这四大任务。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有潜力更加精彩。必须要坚定信心决心，立足市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 情实际，发挥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积极担
然要求全力突破、力争上游、争创一流。要立足
2018 年 6 月召开的河南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
当作为，久久为功推动，形成核心竞争力，抢占
市情，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抢占发
工作会议，首次全面系统回答了为什么需要中原
发展制高点，努力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展制高点，努力开创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崭新局面。
更加出彩、什么是中原更加出彩、新时代怎样让
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要找
准城市定位，实施“四城同建”。建设豫中南地区
中原更加出彩这一关系河南长远发展的战略性、 必须找准增添浓彩的主攻方向，即以高质量的党
全局性问题，并确定了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建为保证。党的建设高质量，要牢牢把握政治统
性中心城市，使之成为漯河的名片；建设中原生
济 发 展 高 质 量 这 一 必 须 牢 牢 把 握 的 工 作 方 向 。 领这一重大原则，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
态水城，使之成为漯河的底色；建设中国食品名
城，使之成为漯河的味道；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
201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漯河市第七届委员会第
领，要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凝聚推动经
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济社会发展的合力，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
城，使之成为漯河的符号。要优化发展路径，丰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富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
党的建设高质量，关键是要抓好“注重根本建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
设、注重基础建设、注重长远建设”。要坚定落实
局，要凝聚中坚力量，突出忠诚、确保干净、强
化担当，建强干部队伍。
话，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两个坚决维护”，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厚植党内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以新担当展现新
政治文化，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树好用人导向，
作为，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本领，涵养干事创
命、团结拼搏、不懈奋斗，以抓铁有痕、踏石留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
业底气；持续转变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 印的工作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工作干
更加出彩，而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需要漯
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劲，肩负起全新的历史使命，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河更加精彩。历史上的漯河是出过重彩的漯河， 要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紧密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认真落实新时代漯河
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持续推进
现在的漯河是欣欣向荣的漯河。经过历届领导班
结合漯河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部
子的不懈努力和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漯河综合
署，不断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要把打好“四 “四城同建”，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
添浓彩！
实力大幅提升，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显
张牌”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各个方面，着重抓好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著改观，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发展动能加快转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

创建文明城市 让漯河更美好
■王学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但关系着一个城市的
品位形象、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自我市启动“两城同创”工作
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加大创建知识宣传力度，市民参与创建
的意识逐步提升，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相信每一位市民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城市的巨
大变化。
“创文”创出城市好环境。在笔者心目中，
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城市的环境更美了。在生态
环境建设方面，市委、市政府打造的重大公益性
民心工程——沙澧河风景区，成了市民健身运
动、外地游客观赏游玩的最佳选择。当漫步在遍
地青草的沙澧河堤上，聆听着鸟儿清脆的叫声，
看着潺潺流水、粼粼波光，相信你的内心一定是
舒畅的。在城市交通方面，随着市内各条主干道
的升级改造，道路变得宽敞又平整，路两边都进
行了植被绿化，尤其是部分路段的雨天积水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在城市卫生方面，“七小门店”、
背街小巷专项整治深入推进，商户们实行“门前

三包”。还有洒水车道路常态化洒水作业，城市变
得更加干净整洁，漯河这片热土，正发生着美丽
的“蝶变”。
“创文”创出政府好形象。自“创文”以
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职工积极投身“创
文”攻坚一线，开展城市清洁行动，走上街头当
起交通文明劝导员，深入社区清扫垃圾，赢得了
群众的好评和称赞。一些机关单位把服务窗口前
移，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服务效
率，让群众少跑腿，“门难 进 、 脸 难 看 、 事 难
办”等问题得到明显改观，群众的满意度进一
步提升。为了缓解城市停车压力，全市各级、
各部门的停车场地对外开放，既方便了市民，
也树立了政府机关的良好形象。还有一些党员
干部，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参加义务献血活
动，带头捐款捐物帮助困难群体，开展十九大
精神宣讲进社区活动等，树立了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形象。
“创文”创出市民好素质。环境是城市的外
表，市民素质是城市的灵魂，随着“创文”的深
入推进，市民素质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在广场、

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市民乱扔杂物、随地吐
痰、损害花草树木的不文明现象日益减少；在交
通秩序上，人们更加注重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
的司机越来越多，过马路看信号灯、走斑马线的
行人也越来越多；在公交车上，人们文明有序排
队上下车，遇到老弱病残、孕妇、抱小孩的，都
会主动让座；在居民小区，院内都设置了垃圾
桶，居民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得到提升，养
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此外，在文明新风的浸
润下，漯河的好人好事屡登报端，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队伍日益庞大，文明餐桌、低碳出行等新
风尚更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幸福生活不是靠等来的，文明城市是撸起袖
子干出来的。只有深刻认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重要意义，我们才能有持久的动力。当然，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党委、政府的事，还是与
我们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的大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受益者。因此，对每一位市民来说，要从自
身做起，养成文明习惯，讲文明话，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多为城市文明创建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郾城区委办公室

李娟与她的阿勒泰——读 《阿勒泰的角落》
■赵彩云
李娟是我最喜欢的青年散文作家，我喜欢她
干净纯粹的文字、丰富细腻的内心；喜欢她笔下
如云一样洁白、像空气一样轻盈透明的阿勒泰；
更喜欢的是她笔下的生活以及她面对生活的态
度，不卑不亢，顺遂乐观。
她在下学之后与母亲一起在阿勒泰山区经营
一家裁缝铺兼小卖铺，随着哈萨克牧民一起转
场。哈萨克牧民逐草而居，她和妈妈则逐人群而
居。她在 《夏牧场》 这篇文章里这样说：“长达半
年的冬天结束之后，我妈就开始做准备，要随北
上的牧民进山了。在我们这里做生意的人，到了
夏天，有许多都会开一个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羊群
走。
”
终年流离，不停地搬家只是为了生活。更何
况阿勒泰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河面上的冰冻得又
厚又结实。在最冷的冬天铆足了劲儿抡下去一斧
头也只能在冰面上留一道小白印。土地广袤无
边，人却少得稀奇，漫漫长冬只有无边的寂寞缭
绕。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丝毫感觉不到作
者的悲伤，她和妈妈总能在生活中寻找到乐趣。
她们养鸡养鸭养兔子养羊，养一切能得到的
有温度的小生命。在天寒地冻的阿勒泰深山区，
粗犷的荒野，鄙陋的小屋里，她们竟然还养了一

缸金鱼。把鱼缸放在高高的最暖和的地方，晚上
用毯子裹着，在最寒冷的时候，水面上凝起一层
薄冰，所有的鱼儿都斜着身子在水底晃动，快不
行了。妈妈就给鱼儿做人工呼吸，把它放进一只
注了水的塑料袋子里，扎紧袋口再小心地放在怀
里，一动不动地把它捂活过来。
一条金鱼而已，何至于如此的费心费力？让
人难以割舍的不是金鱼，而是在狼藉不堪、烟灰
尘垢的环境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娟说：“金鱼
在水里游，像是这世上没有的一种花朵。细致的
鳞片在水波回旋处闪烁，世上永远没有一种宝石
能够发出这样的光芒。”美，是这个世界上最极致
的追求，也最能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即使雪漫
阿勒泰、冰塞河川、身体变得僵硬生冷，这些游
动的、优雅的、像花儿一样的金鱼，总让人对明
天、对未来充满希望。
严寒褪去，日子一天一天变得温暖。又到了
牧民转场的时间，她们也开始追随牧民辗转做生
意。阿勒泰地区的春夏季节干旱少雨，一阵风吹
过，人就像坠入云里雾里；浩浩荡荡的羊群经
过，就会腾起漫天的尘土。这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也是最忙碌的时候，李娟就在高高的柜台后“啪
嗒啪嗒”地踩着缝纫机干活，没完没了。生活就
是这样的一地鸡毛，毫无乐趣。在这样的日子

里，她最喜欢去河边洗衣，去树林里闲逛。她
说：“洗衣服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首先，能有
机会出去玩玩；其次，可以趴在河边的石头上舒
舒服服地呼呼大睡；最后，可以跑到河边的毡房
子里串门子、喝酸奶。”
从来就没有一种生活生就写着“轻松”二
字，尤其是身处新疆偏远山区的作者，无论如
何，在外人看来都是艰辛，可作者在这空旷旷的
荒天野地里光脚站在石头上，与天空为伴，与大
地共舞，与河里的游鱼、山间的野花对话。她
说：“从没见过一朵花是简单的，从没见过一朵花
是平凡的。”是那种细腻的心灵，是那种达观豁达
的性格，让作者多了一种感悟幸福的能力，因此
她也拥有了更多的幸福与幸运。
阿勒泰就像是一个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土地
那么贫瘠，生活那么贫穷，人们那么孤独。那里
也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牧民淳朴善良，孩
子天真烂漫，在这个浪潮滚滚、争名夺利的时代
显得那么纯净。世世代代的人就这样沿着祖祖辈
辈走过的足迹继续前行，从来不曾想过改变。
因为李娟，我认识了阿勒泰，因为李娟的文
字，我爱上了阿勒泰。有朝一日，我一定会看一
看那里的雪山草原，牧场森林，到喀吾图、巴拉
尔次走一走。
作者单位：漯河四高

保持初心 方能成功——读 《斗罗大陆》 有感
■张丁文
《斗罗大陆》 这本书，照亮了我的心。
主人公霍雨浩本是一位公爵的长子，因为某
个原因被弃落在一个村庄里，他的妈妈被他同父
异母的兄弟害死，从此以后，他就四处流浪。终
有一天，他觉醒了他的武魂——灵眸。在他升入
史莱克学院时，遇到了一只魂兽，这只魂兽不仅
没有伤害他，还成了他的智慧魂环，经常教给他
一些道理，而他的努力让同学感动，他当上了班
长。后来，他又结识了他的好朋友王冬。他们还
成了一代传奇，使后人敬仰，被别人尊重。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和我经历相似。我在小时
候学习不是太突出，还有几次被老师当面批评。
后来，我结识了尹梦龙，我和他约定一起学习，

比一比谁考试的成绩更好。一年过去了，我比他
只要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哪怕是一只人人瞧不
考得好，他不服。我说再比试比试，他说行。最
起的笨鸟，也能够变成一只万众瞩目的凤凰。
后，我从一个经常被老师批评的孩子变成了一个
心怀梦想，砥砺前行。
经常被表扬的人。就在今年的五升六考试中，我
作者为小学六年级学生
的数学成绩名
列前茅，因为努
力，我还成了班
长，成了很多同
学都想超越的目
——有奖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标，这更让我有
了努力的不懈动
■电子邮箱：17750507@qq.com
■主办：漯河市委宣传部
■邮寄地址：漯河市长江路市新华书店
力。
■承办：漯河日报社
■邮
编：462000 ■联 系 人：张小勇
通 过 这 本
漯河市新华书店
■电
话：13839555018
书，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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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代新人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
在 2018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召开的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要求。
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
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
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
断发展。
一个中心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五项使命任务：做好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
一个战略任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
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
个战略任务。
一项重要职责：宣传思想工作是做
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
四个必须：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
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地强
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我们
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
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
安全。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

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
力和引领力。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
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
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三个不：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 （党
组） 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
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
三个风：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
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四个讴歌：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
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
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四个“观”、三个“讲”：要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
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
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
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讲好三个故事：要不断提升中华文
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
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
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
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三个“新”、四个“力”：宣传思想
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
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
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
社科宣

社 科 园 地
主办：漯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想到就说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年计划
■至大至刚
或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之后，很容易
虽然时间总是周而复始，但对很多
就 “ 奖 励 一 下 自 己 ”， 久 而 久 之 ，“ 奖
人来说，新一年的开始总是一个重要的
励”带来的快感，消磨了长期的目标。
时间节点。除了各种问候祝福，微信朋
耐人寻味的是，人们“强”的一面
友圈的花式“晒”新年计划可谓一景。 往 往 并 不 是 在 意 志 力 上 ， 而 是 乐 观 心
不过，倘若翻翻之前的朋友圈，几乎每
态。“明日复明日”的念头，本质上是乐
年的 1 月 1 日都会有这样一波跟风潮，继
观主义精神在作祟。有个实验，是以学
而等到 12 月 31 日，再感叹年初的计划成
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为对象的，实验过程
了泡影。用时下最流行的话，就是“立
中，研究者发现，学生们总是过高地预
Flag”（网络流行语，指说下一句振奋的
计课题研究进展，且积压到最后无法完
话，结果往往与期望相反）。
成，而把课题计划拆分成不同阶段的截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道理
止日期后，明显更有效率。
早已无须赘言。影视剧里，大凡口中说
看看微信朋友圈的新年计划，的确
着“打完这场仗，我就回老家结婚了” 有契合之处。比如，很多人的计划都是
的，往往最后变成了“立 Flag”，没有实 “目标长远”，而缺乏短期目标，反倒是
现——这是剧情需要。可现实中，为什
那些按周、按月在朋友圈“打卡”的
么我们总是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也
人，推进计划的效果更加明显。
“立 Flag”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个人计划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与
改善：一是在瞄准长远目标的同时，想
自控力有很大关系。生活中，一些人费
想一个月、一周内要达成的小目标；二
尽千辛万苦刚减了几斤肉，忍不住吃了
是想想家里和身边人，在你前进的路
一顿大餐，立刻长肉，本质是人们的认
上，既需要他们支持，又不应该忽略他
识存在误区。例如“道德许可”，即当你
们。这就是：一沓子纲领，不如好好落
认为你正在做的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实一二件事。

好人就在身边
■陈猛猛
前些日子，我在漯河公交微信公众
号上看到一则题为 《半年前丢失重要票
据 半年后感恩送锦旗》 的好人好事。说
的是 102 路公交车的一位女司机发现乘客
将外套忘在车上后，丝毫不为衣服口袋
里的财物所动，而是在到达公交总站后
便交给了调度室，使得失主及时找回了
自己丢失的财物。外套里面装的财物包
括几千元的现金，好几张银行卡，卡里
还有 3 万多元存款，更重要的是，还有十
几万元的生意往来票据，这些票据都是
别人欠失主的货款。
看到公交车司机的照片，我才发
现，自己每天乘坐 102 路公交车上下班
时，曾碰到过她很多次。那个时候，我
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优雅的卷发和
对乘客的热情服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
的印象。
原来好人就在自己的身边！看完微

信上有关她的好人好事后，我在心里对
她生出由衷的敬意，她不仅人美，心灵
更美。
碰巧的是，当天晚上下班回家，我
又坐上了她所开的那辆公交车。一上
车，我就跟她说：“今天我在微信上看到
你的先进事迹了。”她听了我的话，只是
微微一笑，然后说：“其实没什么，我只
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在自己
所开的公交车上捡到什么东西，我都会
上交的，而且失主还丢失了那么多的票
据，对别人而言，可能这些票据没什么
价值，但对失主来说，那可是十几万元
的货款，如果真找不到的话，还不让失
主急死呀。”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脸上一脸平
静，眼睛里没有炫耀的神采，话语里没
有过多的表白，但让人感觉她的心灵却
如金子般闪闪发光。车厢里的乘客们听
了她的话后，也都禁不住叫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