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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韶华，为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 山东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 本报记者 赵琳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
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
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
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
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
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
量！

“自豪，是我观看庆祝大会的最大感
受。”山东大学英语笔译专业2018级硕士

研究生王兴兴说，正是有了革命前辈的艰
苦奋斗，才有了如今和平稳定的幸福生
活。“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直抵人
心，切切期盼催人奋进。作为一名青年党
员，未来走上工作岗位，我将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在敢于担当中挥洒‘硬核青
春’。”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对于如何在
青年群体中弘扬爱党爱国情怀，共青团淄
博市委书记殷启迪有所感悟。“总书记深
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作为青年工作者，我们要始终坚守‘永远
跟党走’，牢记使命再出发，团结引领新
时代青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敢于攻坚克难、开创新局。”

“工作越艰苦，责任越重大，越发深
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越发深
刻感受到党员背负的责任和坚韧的担
当。”观看完庆祝大会，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前港分公司流机队队长助理郭凯心潮澎
湃。“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发挥青年党
员的先锋作用，用苦干、实干、巧干，干
出真金白银，干出金字招牌！”

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时，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救助飞行队
飞行管理部副部长、海上搜救机长张洪彬
不禁回想起了一个个海上应急救援的瞬
间：无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前、
奉献在前。“身为青年党员，我有幸参与
到中国救捞事业中，为人民群众的生命保
驾护航。我将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铭
记于心，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每一个生命全力以赴！”

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全国劳
动模范、广饶县张守凤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经理刘超，6年前放弃在央企稳定的财务
工作，回到家乡李鹊镇，创业做农民。如
今，农场已发展到2100亩，注册了地理标

识“李鹊胡萝卜”，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省级实验基地。“在伟大的时代，
青年人在土地上一样能书写青春。总书记
的讲话激励着我，我要影响和带动更多年
轻人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用奋斗书写青
春，用汗水浇灌理想！”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山东师范大学党
史学习教育博士宣讲团成员王硕，多次为
青年学子授课、与听众面对面交流。“高
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在和
同学们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到，必须把思
想政治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激励鼓舞着我们，我们将切实做好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深化青
年学子对党、对国家的认识和情感，激励
他们从心底自觉地焕发出爱党爱国的情
怀，澎湃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力
量！”

（□记者 魏然 贾瑞君 王佳声
赵琳 参与采写）

构筑起坚如磐石的战斗堡垒

□ 本报记者 宋亚鲁 张春晓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
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如何有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构筑起坚如磐石的战斗堡
垒，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450个“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给出了答案。

凝心聚力，拔掉“穷根”。栖霞市亭
口镇衣家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
聚力，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拼搏奋斗，终
于蹚出致富路。

衣家村自然条件恶劣，曾经是典型的

山区贫困村，也是市级重点扶贫村。
2017年，随着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衣家
村党支部立下“愚公志”，不把“穷
病”消除不罢休。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
大胆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注
册成立“一点园”合作社，得到村民积
极响应。面对缺钱、缺地、缺劳力的窘
迫局面，村党支部动员群众以劳动力入
股，按股分红。合作社成立后，衣家村人定
下了第一个“三年计划”——— 修山路，通“天
堑”。短短一年时间，缺水缺路的“穷根”被
一一拔掉。为做活荒山文章，衣家村党支部
以合作社统筹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引进项
目，培优品牌，实现了集体和群众双增收。

助力创新，产业升级。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成就
物联网时代生态品牌。

在海尔智家创立卡萨帝品牌前，国内
市场高端家电基本掌握在欧美品牌手里。

为践行品牌强国战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创新驱动品牌迭代
升级，经过15年艰苦奋斗，使卡萨帝成为
中国高端家电市场第一品牌。在推动产业
升级过程中，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党员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研发团队以开放
创新获得原创科技成果，目前该公司共获
得1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9项中国专利金
奖，位居行业第一。

优化服务，“一次办好”。淄博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直属机关党委以党建促业
务、以业务强党建，用行政审批服务“加
速度”，塑造优化营商环境“新高度”。

“我办六个证，原来需要跑六个部
门，两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通过咱们的机
构改革，盖一个章，提交一套材料，跑一
趟腿，很快就办好了。”淄博漱玉平民大
药房的孙女士对淄博市优化审批服务工作
赞不绝口。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直属机

关党委充分发挥“依链建支、以支助链”
优势，把党支部建在审批服务链上，在全
省率先推行行业综合许可“一证化”改
革，目前已覆盖80个行业。从今年3月份
开始，又在全省率先将“一证化”改革深
化拓展到行政审批全领域，解决了“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证
明问题，真正做到便民服务、贴心服务。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
是一座堡垒。诸城市枳沟镇北杏社区是王
尽美的故乡，社区党委坚定“产业兴农产
业致富”的发展思路，规划建设北杏工业
园区，带领社区党员群众敢闯敢干，把家
乡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红色小镇。山东大
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岩土中心党支部创新
“支部建在工地，党旗飘在阵地”党建组
织模式，在国家重难点项目科研一线建设
7个临时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践行“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
在实现现代化伟大事业中”。

久远的故事，炽热的忠诚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魏然

战争年代，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英
勇奋战、保家卫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发光发热。我省
2 . 1万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用
一生坚守初心本色。

“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是党的人，就要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这是记者在采访70年党龄的老党员
崔云娥时，老人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生于1933年的崔云娥，是潍坊滨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央子街道崔家央子村人，参
军后参加过青即战役，负责对敌工事爆
破，抓获多名俘虏，战斗中右膝被手榴弹
炸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成为首批赴
朝作战部队一员，参加了朝鲜长津湖新兴
里战斗，令崔云娥最难忘的，还是汉江战
役。

“当时战况很危急，飞机、大炮轮番

轰炸。我在前沿阵地被炮弹炸伤了，弹
片贯穿了大腿根部，血汩汩往外淌。”
崔云娥回忆，当时一位战友冒着被炮弹
击中的危险冲过来，把他背到阵地后方
山下的一个水塘边。“我问他要了一枚
苏制手榴弹攥在手里，想着宁死也不当
俘虏！”崔云娥说。直到第二天早晨七
八点钟，志愿军大部队上来了，他才被抬
下阵地，随后被转运回国。

在老党员的心里，“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绝不是一句空话。

崔云娥今年已88岁，每次交党费时总
是在一张信纸上写得清清楚楚，金额列得
明明白白，信纸里整整齐齐地夹着党费。
“这是一种神圣感，更是一种使命感，每
一次我都会严肃对待。”崔云娥说。

80多年前的党员登记表

在昆嵛山红军纪念馆里，一张泛黄的
党员登记表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主人，就
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阎家泊子村105周
岁高龄的王淑贞老人。出生于1916年的王
淑贞在1939年10月入党，是昆嵛山红军游
击队队员刘福考烈士遗孀。

当时，王淑贞的家是游击队的秘密联
络点。在丈夫的影响带动下，王淑贞成长
为一名地下联络员。那时，距村3里地、

东北方向的山上有座庙，庙里一块大石头
是交换信息的秘密地点，王淑贞经常在石
头下放下、取走传递消息的纸条。为防止
敌人发现，白天她就提着篮子假装上山挖
野菜，晚上她假装到庙里祈福。艰难岁月
中，她始终对党绝对忠诚。

新中国成立后，王淑贞长期担任村妇
女主任，直到1983年才退下来。100周岁时，
她还坚持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在老人103
周岁高龄时，她把珍藏的党员登记表赠予
昆嵛山红军纪念馆。80多年过去了，当年薄
薄的一张党员登记表，依然保存完整。

离休后调研1000多次

今年96岁的牟步善，是原日照县委书
记，一位77年党龄的老党员，17岁就参加
了抗日先锋队。担任日照县委书记期间，
他深入调查研究，成功“南茶北引”，使
日照多了一个富民产业。1987年离休后，
他先后走过了500多个村庄，调研了1000
多次，为推动日照各项事业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牟步善坚定地说：“共产党员没有
退休的时候。职务退休了，但是共产党员
的责任感是不能退休的。”

义务守护烈士陵园29年

在惠民县石庙镇归化村北侧，苍松翠
柏下的48座坟茔安葬着48名抗战中牺牲的
无名烈士。有着72年党龄的赵银亭几十年
如一日守护着他们，不离不弃。

1938年春，我军转移北上，途经商
河、惠民县境内时，遭遇日伪军合围。在
突围中，有48名勇士主动引开敌军主力，
掩护大部队撤离，最终因弹药不足，寡
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1965年，惠民
县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骨迁至归化村北古
寺院遗址土台上，建立了归化烈士陵
园。

赵银亭1929年10月出生，1947年10月
入党，曾担任归化村妇救会会长、村妇女
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她时刻牵挂着这些烈
士，一有空就去陵园清理杂物。1992年，
她从村支书位子上退下来后，做了一件让
全村人大为不解的事：搬到村北陵园旁的
三间小破房子里住，不计报酬，为烈士守
墓。

面对大家的不理解，赵银亭说：“俺
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家
在哪里，但俺知道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
是为我们老百姓牺牲的，俺是一名共产党
员，就应该为烈士们服好务。”

在赵银亭的带动下，村干部和乡亲们
经常出义工修缮陵园，镇上的机关干部、
学生们也经常前来祭扫。

鼓干劲 展风采
□记者 卢鹏 报道
7月7日，山东港口日照港集装箱码

头，由港口一线工人组成的团队正在拍摄
MV《红日照海港》。为庆祝建党100周
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山东港
口举办包括原创歌曲MV大赛在内的职工
艺术节系列活动，吸引一线工人积极参
与，展现新时代港口工人的风采。

连日来，山东各地各级认真组织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盛典、

人民的节日在齐鲁大地产生热烈回响……

齐鲁大地的回响

报端看点

视频

生产车间、施工现场、研发一线，一
场场宣讲让人振奋。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现场归来的我省企业先模
代表，把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带到
职工中间。他们谈发展、话创新、谋未
来，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圆更多山东老乡的“高铁梦”

7月5日上午，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会议室里被几十位干部职工代表围得水泄
不通。与此同时，分布在烟台、莱州、莱
西等地的工程现场指挥部里，也通过视频
连线，与会议室热烈互动。

“在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的现场，荣誉感和自豪感从心中油
然而生。”会议桌的一头，山东铁投集团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济青高铁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杨俊泉动情地说。

作为山东省国资系统唯一一个获得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基层
党委，济青高铁公司目前拥有70多名党
员，占全体职工80%以上。

“我期盼家乡早日通高铁，幸运的是
潍烟高铁正好经过我的家乡，更幸运的是
这条高铁正是由我自己的单位来建，太幸
运了！”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党群工作
部员工宋磊说。

张慧莹是7月初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
她说：“我们作为新员工，将认真学习努力
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尽快成
长，早日融入公司大家庭，为公司高质量发
展和全省高铁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对济青高铁公司来说，把高铁建设前
期工作谋划好，把在建的工程建设好，把运
营的线路运营好，把资产管理好，把相关产
业发展好，早日圆更多山东老乡的‘高铁
梦’，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杨俊泉说。

让企业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20年前，海尔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获得了“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20年后，
海尔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局副主席、
总裁周云杰再次获得了这个光荣称号。

“这是党中央对全体海尔人持续创新
发展的肯定，是对人单合一模式的肯定，
是对海尔创三级品牌的肯定。”7月5日上
午9点30分，在海尔集团公司党委扩大会
议上，周云杰结合海尔的创新实践，分享了自己进京参加建党百年系
列庆祝活动的感受。

周云杰说，“中国企业以前学习、模仿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从来没有
引领世界。现在，物联网时代到来了，中国企业有机会实现引领。”

近年来，海尔集团敏锐地抓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搭建了卡奥斯
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卡奥斯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规模定制解
决方案平台，链接企业近80万家，服务企业7万余家，在15个行业、
20个国家和地区复制推广，并主导了三大国际标准组织（ISO、
IEEE、IEC）关于大规模定制的国际标准制定，为中国争取到工业
互联网领域的世界标准话语权。

现场参会的张瑞敏深有感触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依靠各
行各业的努力、每个人的努力，对海尔来说就是一定要让企业走到世
界舞台的中央。

坚定不移当排头作表率

7月6日一早，国网潍坊供电公司18楼会议室，公司党委书记张治
取与几十名干部职工围绕而坐，宣讲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20个分会场同时连线，包括县公司以及客户服务基地、生产运维基
地、物资仓储基地等基层单位。其他在工作现场的员工也通过线上直
播的方式收听收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潍坊电业的今天。”张治取以回忆潍坊电业
百年发展开场。他说，解放前的潍坊电业发展缓慢，是潍县解放让潍
坊电业焕然新生，进入了大发展大跨越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
来，潍坊供电建成全省最大规模市域电网，去年最高负荷突破千万千
瓦，进入国网地级市前十名。

张治取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精神”“人民”“奋斗”三个关
键词进行宣讲：电网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直接服务于
人民生产生活，“人民电业为人民”是企业宗旨。随着时代的变迁，老百
姓对用电有了更多期待，要时刻怀揣为民情怀，深入开展“共谋新发展，
供电送服务”大走访活动，用走心服务办好老百姓的“心头事”。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咱们作为国民经济的‘保障者’，要聚焦地方发展需
求，进一步壮大电网规模，增强发展实力，提升服务品质。”张治取说，下
一步将聚集打造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服务‘碳达峰、碳中和’、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电力助企惠民”八大工程。

（□记者 王晓芳 肖芳 张蓓 杨学莹 统稿 郭茂英 杨庭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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