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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读党史著作、用好红

色资源开展党史教育、打造精品

党课、创新学习方式……当前，

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党中央部

署，多措并举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各项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

利，学习教育热潮正在逐步兴

起。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

总体要求，强调全党同志要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最根本的是深刻领

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部署要求，确保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

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

的篇章。党的辉煌成就、艰辛

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深

刻启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

向未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就是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把

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

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

来，在鉴往知来中砥砺前行，在

乱云飞渡中把准航向，在凝心

聚力中团结奋斗，共同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

在 全 党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

重要举措。学党史，要在锤炼

政治意识、磨炼政治能力的政

治洗礼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

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

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

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

键所在。”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纵观党的

奋斗历程，在我们这样的大党、

大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

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

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

领导核心，才能把全党团结成

“一块坚硬的钢铁”，凝聚起广

大人民的磅礴之力。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学党史，要在立根铸魂、固

本培元的思想淬炼中，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更好

地坚守初心、担当使命。革命

理想高于天，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从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

坚定执着，到“愿拼热血卫吾

华”的英勇奋斗；从“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

悔，到“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

哪里去”的默默奉献……越是

深入学习党史，就越能深刻感

受到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信仰

力量。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

光不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一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

心使命的精神磨砺。行源于

心，力源于志。从党的百年非

凡历程中汲取营养和动力，补

足精神之钙、把牢思想之舵、高

扬信仰之旗，方能始终保持“赶

考”的清醒、奋发的状态，时时

叩问初心、处处践行使命，交出

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答卷。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学党史，要在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历史规律的深入思考中，增

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毛泽

东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

总结经验吃饭的”。我们党一步

步走来，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

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

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历史发展

有其规律。学党史，贵在深刻认

识和把握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积累的宝贵经

验，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

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

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增强工作的

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循道而

行，方能致远。站在历史的深厚

基础上，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

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我们就能牢牢掌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

学党史，要在继承光荣传统、

发扬革命精神的党性锻炼中，鼓

足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

气神。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极

大的物质财富，也逐渐形成了一

系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构筑

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

的伟大品格，蕴含着“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深深融入

我们党、国家、人民的血脉之中。

光荣传统不能丢，红色基因不能

变。学党史，既要不忘来时的路，

更要走好前行的路。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

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书写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

新篇章——这是历史的呼唤，更

是人民的期待。 据新华社电

编制《青浦红色文化地图》
推出10条党史学习精品线路

作为进博会永久举办地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的主阵地，青浦区紧扣
建党百年重要时间节点，按照

“新增一批、调整一批”的原则，
开展新一轮区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评审命名，全力推动全区各
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施
数字化提升改造工作，拓展教育
服务功能。同时，系统梳理调查
区域红色资源，发掘地区红色史
迹、革命遗址、旧址等18处，厘清
红色文化历史脉络，因地制宜开
展挖掘保护，着手编制《青浦红
色文化地图》。

据悉，为加快推进青浦全
域党群体系建设，青西地区融入
示范区背景和元素，着力建设新
时代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党建

创新实践基地；青浦新城地区聚
焦民生改善和幸福感提升，着力
建设环城水系党群服务秀带；青
东地区紧扣服务进博会和虹桥
国际枢纽建设，着力推进西虹桥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共同打造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平台。

聚焦研学宣讲文艺创作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生动教材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陈云同志的故乡，青浦区以红
色文化资源为依托，以营造“视、
听、感、忆、行”五位一体的沉浸
式教育体验为目标，积极打造党
史学习教育生动样板，一是精编
深研，追寻“红色印迹”。坚持把
史料转化为教材，编纂出版《中
共上海市青浦区（县）党史大事
记 1990—2020》《百年逐梦——
中国共产党在青浦图史》（暂名）
等主题出版物。坚持把现场转

化为课堂，采用“党校培训＋党
性教育＋实地观摩”的方式，用
好陈云纪念馆、福寿园人文纪念
馆和东、西乡烈士陵园等红色资
源，开设行走党课、开发“百年铸
辉煌、奋进新征程”系列网络党
课、录制“精神的力量”系列微党
课、打造“红色丰碑”系列情境党
课等，夯实党史学习教育基础。
二是因人制宜，讲好“红色故
事”。开设“党史学习讲堂”，组
建区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针
对不同群体和受众，开发推送五
大系列党课以及《中国道路的百
年探索及其现实启示》《中国共产
党这样走来：从一大到十九大》等
35堂党史专题课程。三是推出
《逐梦百年》《那一抹明亮的红》
《红色记忆》《新的天地》等一批不
同体裁的文艺精品力作，提炼精
选一批凸显青浦红色文化特色的
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唱支山歌给党听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日前，沪郊金山区吕巷水果
公园里歌声嘹亮，来自长三角“田
园五镇”的党员群众代表与园内
游客一起，参与“百花齐放心向
党，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活动，
党建引领长三角“田园五镇”乡村
振兴先行区项目也随之发布。

打造乡村振兴一体化发展
试验田，将红色基因植入绿色发
展，到2035年全面建成长三角乡
村振兴先行区，是“田园五镇”的
共同愿景。当天，金山区吕巷、
廊下、张堰镇和平湖市新仓、广
陈镇共同发布党建引领长三角

“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项
目。2021年，围绕“五大振兴”，

“田园五镇”入库项目72个，涉及
产业振兴项目27个，人才振兴项
目4个，生态振兴项目22个，文
化振兴项目12个，组织振兴项目
7个，项目总投资57.63亿元，当
年度投资17.41亿元。

今年，长三角“田园五镇”共

同庆祝建党百年。全年计划举
办各类会议、活动49个，其中党
建、群团类活动16个，如“田园五
镇”百名村居书记素养提升工
程、毗邻党建综合服务中心启
动、沪浙乡村马拉松赛事等，集
中展示长三角“田园五镇”基层
党组织风采和党员群众风貌。

与此同时，长三角“田园五
镇”党史学习教育地图也正式发
布。吕巷镇的“三个百里”党性教
育基地，张堰镇的上海南社纪念
馆，新仓镇的毛泽东同志新仓经
验批示展示馆……“田园五镇”协
同挖掘红色历史，连点成线，形成
共同的党史学习教育地图，为乡
村振兴注入红色新动能。

“三个百里”谋新篇、百花齐
放心向党、百名红领建功“十四
五”、百家共建单位聚合力、百个
党群服务站点赋能增效、百名书
记提素养、百个支部强堡垒、“双
百评比”做示范、百场党课进基
层、百次服务办实事……活动中，
吕巷镇启动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
动，增强功能，主动赋能，共绘毗
邻地区协同发展的亮丽风景。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
——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青浦构建党史学习教育“全息矩阵”
推出10条示范区党史学习教育精品线路

“百花齐放心向党，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活动。 受访者供图

发掘地区红色史迹、革命遗

址、旧址等18处，着手编制《青浦

红色文化地图》；推出 10 条示范

区党史学习教育精品线路……

记者从青浦区新闻办获悉，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浦区加强

对区域红色资源的挖掘、保护和

活化利用，积极探索出“一阵两

品三味”的学习教育新路径，引

导全区党员干群发扬红色传统，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为服务保障进博

会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两大国

家战略、助力虹桥国际枢纽和

“五个新城”重大战略布局凝聚

磅礴力量，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长三角“田园五镇”党史学习教育地图发布

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新动能

打造系列党课夯实党史学习教育基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