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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给佳县县委题词“站
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当前，重温题词精神，
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行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
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题词背景
1947年初，蒋介石集中28万兵力，对中共中央所

在地延安发动了疯狂的进犯。1947年3月18日晚，在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告别了居
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1947
年8月16日，中央前委800多人经米脂县陈家岔村进
入了佳县乌龙铺，国民党刘堪的四个半旅在转战陕北
以来，一直对毛主席一行穷追不舍。毛主席和党中央
剑走偏锋，坚持不过黄河，依靠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
众基层，指挥了扭转西北战局的沙家店战役，9月23
日经张家崖窑抵神泉。

10月17日，毛主席带部分随行人员跨过佳芦河，
进入了佳县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社会调查。17日在
听了县委工作汇报、现场视察县城之后，时任县委书记
张俊贤提出了题词的请求，毛主席欣然答应，第二天，
工作人员将已经写好的题词交给县委。

题词饱含毛主席对佳县人民的无限深情、对佳县县
委的殷切希望，对于当时佳县县委安排群众生活生产、
恢复战争创伤起到了很好的鞭策作用，不仅在佳县，乃
至在全国，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对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都有着普遍的教育意义。

题词精神
解放战争特别在转战陕北过程中，陕北人民特别

是佳县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题词是
主席对佳县人民感激之情的自然流露。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佳县为国捐躯的烈士达
800多人，转战陕北期间，佳县人民拿出籽种粮食、猪
羊幼崽，甚至赖以生产的牛、驴等牲口，全力以赴保障
供给。1947年打榆林的时候，佳县人民派出随军担架
300副，跟随野战军日夜行军30天，还把没有成熟的
粮食收回来，连夜在锅里烤干，在星光下用石碾磙成米
送往前线。为了支持战局，佳县人民一年7次上交公
粮，杀耕畜、献籽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当年
群众这样支持战争，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党“站在最大多
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群众。改革开放以前，群
众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
了深刻变化，不仅阶级、阶层发生了分化，而且还出现
了新的社会阶层。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关
键是一个“站”字，这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主动的、积
极的、满腔热情的、毫不利己的、全心全意的。当前，我
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奋力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站在了最大多数劳
动人民的一面。在本职岗位上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热
忱服务也是站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题词揭
示了一个政党，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才会拥护他，事
业才可能成功。

时代价值
广大党员干部要摆正自己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

位置，解决好“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
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公共权利
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我们党员干部就只能是忠心耿
耿的仆人。

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广大党员干部要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信
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宝库、伟大的创造力和
不竭的战斗力。我们应虚心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
坚持问计于民、问政于民。

当前，经过几年驰而不息的作风建设，“四风”问题
面上有所收敛，但隐性的、变异的“四风”问题仍然存
在。作风问题，群众深恶痛绝，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
民的一面，必须与不良作风划清界线，旗帜鲜明地反“四风”。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广大党员干部践行题词精神，在抓落实上狠
下功夫，着力解决老百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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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问题。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
的，一切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耍嘴皮子的作风历来被群众
所诟病，群众最盼望、最拥护的是真抓实干，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们
必须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用“钉钉子”的精神干事创业，解决实际问
题。党员干部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其中有一种本领即增强群众工作
本领，放下架子，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与群众平等交流，不搞命令主义。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是人
类对环境的渴望。节约能源是
用好有限资源、降低环境影响的
客观要求。重点耗能企业作为
直接承担节能减排任务的践行
者，有义务承担起节能减排的神
圣职责。

保护美好家园、建设和谐榆林，
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要把
自身发展与建设和谐榆林结合起
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节
能减排为己任，自觉履行节能减排
义务，严守相关政策法规，提高创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责
任心和自觉性。

科学规划，全面落实节能减
排目标责任，以争创更高水平的
星级能效企业为动力，力争使能
耗、水耗、物耗和减排指标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争取达到国内外同
行先进水平。

加大科技投入，在节能、节
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和
工业污染治理等方面，积极开发
和应用高效、节能、环保的先进技
术，不断实施节能减排的科研攻
关和技术改造，充分挖掘资源节
约潜力，在降低综合能耗、主要产
品单耗和污染物减排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
式，加快产品、技术、工艺和组织
结构调整，坚决淘汰高能耗、高
污染、低效益的工艺、设备和产
品，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运
行效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
产生和排放。

坚持管理创新，构建长效机
制，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清洁
发展机制、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市
场新机制，实施节能节水计划到
位、目标到位、措施到位、管理制度
到位的“四到位”管理。坚持从源
头抓节约，广泛开展节约一度电、
一滴水、一滴油等活动，不断降低

物耗和能耗。
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宣传国家
有关节能环保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开展能源资源警示教育，不断
增强广大职工的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和责任感、使命感，使广大职工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节能减排
活动。在广大职工和全体市民中
积极倡导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使大家自觉养成节能环保
的好习惯。

节能减排，就是保护生命；节
能减排，就是保护生产力；节能减
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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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企业应承担节能减排之重任
韩党校

每每从视频上看到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儒雅、精神饱满、铁
骨柔肠、勤政为民之感油然而
生。近期熟读纪实文学《梁家
河》，方知其气质形成主要来自
于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也深深为
青年习近平的亲勤作风所感染、
所鼓舞——

亲待人，创设融融亲民情
带着父亲教导的“ 团结

观”，年仅十几岁的习近平很快
融入乡村、融入群众。面对当
时梁家河的艰苦条件，他“从来
不诉苦，也不抱怨”，“在习近平
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
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
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

“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
从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
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
有人带来跳蚤与虱子”……正
是这难得的亲和力，使乡亲们

“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
娃”，也正是这独有的亲和力，
赢得乡亲们的关心与爱护：“我
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
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
破了，乡亲们给我缝……”

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温暖
着青年习近平，更造就了一代伟
人和蔼可亲的形象与执政为民的
情怀。

亲劳作，过硬本领样样通
从繁华京城来到落后山村，

习近平没有颓废、没有气馁。他
不仅接受着艰苦生活的磨炼，过
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
动关、思想关”，更是样样本领亲
自学、亲自干。他说：“自己极强
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
的基础。”正是这种亲力亲为的
作风，使习近平“学到了农民实
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正
是这种亲力亲为的作风，使他掌

握了服务群众的过硬本领，当选
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最后成
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勤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
来到梁家河，“习近平一面进

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
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
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
书、看书。”他常常“看书至深夜，
一边抽烟，一边看书。九分钱一
包的‘羊群牌’香烟，有时陪伴他
一晚上。”“煤油灯烟大，为凑近那
点光亮看书，习近平的脸都被熏
黑了。正是酷爱读书、坚持读书、
饱览群书，使得身为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习近平总书记温文尔雅、
妙语连珠，系列讲话篇篇引经据
典，引人入胜……

勤劳动，练就铮铮男儿骨
“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

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
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
干活……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
干到深夜。”“一人一天要推200
车。”“没有手套，习近平直接用手
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
手上全是泡。第二天再干，泡磨
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累多
苦，近平一直拼命干，从不‘撒奸
儿’。正是这艰苦的、不‘撒奸儿’
的劳动，练就了习近平坚忍不拔
的意志。为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他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为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写了10份入党申
请书；也正是这艰苦的、不‘撒奸
儿’的辛勤劳动，练就他的铮铮铁
骨，坚持铁腕反腐，坚持反腐败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

“打虎”“拍蝇”“猎狐”，使不敢腐
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
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
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
形成并巩固发展……

《梁家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点

翻读这本书，在回望历史中，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青年习近
平成长的艰辛与不易，遥不可及
的大国领袖一下子变得亲切具
体、可触可感了。我们知道，习近
平总书记从村支部书记到县委书
记，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从政
治局常委到党的总书记，再到党
的核心、军队的统帅、人民的领
袖，他从政45年，经历遍及党、
政、军各个领域，每一层级都历练
多年，都扎扎实实、政绩卓著，但
最关键的还要数在梁家河的这七
年。习近平总书记初到梁家河还
不满16岁，一待就是7年，正是
从少年到青年确立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段
岁月里，青年习近平与群众一起
放羊、铡草、挑粪、拉煤、拦河、打
坝，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从
进村时的迷茫、彷徨，到离开梁家
河时的目标坚定、充满自信，这些

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
书记是怎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也为日后提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梁家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起点

“干在实处”是习近平知青时
期的优秀养成。到梁家河插队不
久，青年习近平凭借自己吃苦耐
劳、刻苦学习、乐于奉献的优秀品
质，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因
为群众的信任，他很快便担任了
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大
队领头人的习近平，撸起袖子加
油干。他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从群众需要出发，做一些让群众
得好处的事。比如，办扫盲班、办
沼气池、打水井、办铁业社、办缝
纫社、办磨坊……给梁家河带来
了巨大变化。他还把延川县奖励
给他个人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换成
了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等农机具
给村里使用。马克思说：“一打纲

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
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了“五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五年多来，面对深刻变化的
国内外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
坚克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
了历史性变革，这些成绩都是实
实在在干出来的。这种源于梁家
河时期的实干精神正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
践基础。

《梁家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起点

近几年，梁家河的老乡对习
近平总书记有一个真切而质朴
的评价，他们说：“近平还是那个
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

‘好后生’。”梁家河七年知青岁
月，青年习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
地的一部分，同梁家河老乡们甘

苦与共，用脚丈量黄土高原的宽
广与厚度，一心只为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他从心底里热爱人
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种爱
民为民的情怀孕育了习近平总
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在不同
场合讲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
字。”“群众在党员干部心里的分
量有多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
的分量就有多重。”“心中没有群
众，就不配再做共产党员。”这些
话，是从梁家河七年岁月的深处
发出来的，是从他心灵深处发出
来的。七年知青岁月让习近平
看到了信任的力量，懂得了人民
的珍贵。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最
根本的依靠力量，党依靠人民挽
救民族于危亡、发展国家于时
艰，眼下，同样需要依靠人民造
福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这种人民情怀正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感情基础。

可以根据目的地自主规划路径、规避障碍物的智能分拣机器人，能
自动乘电梯送件上门的投递无人车，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寄
件、取件的智能快件箱……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元素被运用到快
递行业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不仅能极大地提高快递服务效率，也有助
于提升用户体验。 （据《人民日报》）

感悟思想源头 追寻梦想起点
——品读《梁家河》

高崇雄

亲勤作风 学习楷模
杨兴玲

中国有句老话叫“树
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中
国共产党人的根与本，就
深植于人民当中，可以说，
我们党员干部与“梁家河”
有多近，我们党和国家的
凝聚力就有多强。这里的

“梁家河”代表的就是习近
平总书记常常提到的“初
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历史起点、实践
起点和情感起点。

学习梁家河 筑梦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