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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温泉中学党总支共有党员74
名，其中在职党员52名，退休党员22名。

党总支委员会成员：
总支书记 李育军
总支组织委员 雷宗刚

总支宣传委员 刘元松
总支纪检委员 黄 腾
学校党总支下设党的建设办公室
党建办主任 张金凤
学校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

（一）文科支部委员会成员：
支部书记 万婷婷 纪检委员 胡晋城
组织委员 李华娟 宣传委员 师 雯
（二）理科支部委员会成员：
支部书记 宋丹丹 纪检委员 张项林

组织委员 王 婷 宣传委员 徐燕利
（三）退休支部委员会成员：
支部书记 胡华平 纪检委员 何明辉
组织委员 佘在安 宣传委员 夏良梅
中共咸宁市温泉中学党总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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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
十九大及十九届六中精神为动
力，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
旨，以优化校园文化建设为特色，
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团结实干，开拓进取。

二、工作目标
1.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新党章，建设学习型党组
织，以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促进发展，使每个党员不断坚定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2.加强组织建设和支部建
设，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积极协
助、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继续推进

“两学一做”活动。
3.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4.加强廉政建设，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依法治校，规范从教。

5.积极推进“双向培养”制度
和“双学培养”制度。

三、主要工作及措施
（一)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师

德师能。
1.抓好全体党员的学习。坚

持每月集中学习一次，学习党章
和十九大精神。

2.按照教育局党组织的要
求，切实开展学党章、学系列讲话
和做合格党员的活动。

3.抓好全体教职工学习。教
职工学习要与校本培训和终身学
习相结合，以提高教职工队伍整
体素质为目标。

4.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养成教育。开
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文明校园”等
创建活动。深化拓展感恩教育、诚信教育、禁毒
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各项工作。

(二)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性观念。
1.扎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完

善党支部委员的学习制度、党员学习制度和民
主生活会制度。

2.加强党员队伍的管理与教育。在保证党
的常规工作正常化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

3.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围绕学校中
心工作，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组织党员开展丰富
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

4.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努力做好优秀
教师入党工作，引导团员青年及入党积极分子
靠拢党组织，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奠定坚实
基础。

(三)加强作风建设，提高依法治校、民主管
理水平。

1、在学校全体党员中继续开展“两学一做”
活动，做合格党员的活动。

2、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党支部
班子成员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群众观
念，注重调查研究，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
作作风。

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要求，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问题，建立健
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4、进一步规范党务、校务公开工作。坚持
“公开、公平、民主”的原则，继续做好党务、校务
公开和重大决策咨询工作。

（四)加强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
1.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支持工会根据自

身特点开展各项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教职工
生活。

2.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1.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师生

爱国守法、诚实守信、文明礼仪等教育，大兴校
园文明之风。

2.重视学校的稳定工作，协力做好校园周边
整治和安全保卫工作，切实加强学校管理，要求
各项工作都规范，符合要求，确保学校平安稳定。

中共咸宁市温泉中学总支委员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
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
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
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回首过往，红
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抗疫精神、航天精神……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里镌刻的红色精神熠熠生
辉，构筑起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
格的精神体系，成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开拓
前进的不竭精神动力。

重温百年党史，就要铭记那些不能忘

却的牺牲，赓续伟大的民族精神。百年来，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着无数中国共产党
人为之努力拼搏，在经受一次次困难挫折
之后又一次次奋起。从“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的夏明翰；到“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
滴血”的何叔衡；从“革命者只能站着死，绝不
下跪”的陈延年；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方志敏……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闪烁着共产党人的光
辉。学习百年党史，就要筑牢理想信念，锤
炼坚强党性，始终牢记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的铮铮誓言，始终做到忠于党的事业，真正
把对党忠诚落实到一言一行中，体现在一
点一滴中。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百年来，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员传承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

开拓创新的精神，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
味道”的焦裕禄，“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

“一生植被绿荒山”的杨善洲，只身赴武汉的
钟南山，三度出舱的翟志刚……一代代共产
党员舍生忘死，用生命和行动诠释着奋斗的
生命最美丽。学习百年党史，就要在缅怀历
史中牢记使命，在展望未来中激发奋斗动
力，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中指
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百年征程，在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

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历史充分证明：赢得人民信
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
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学习党史，就要树
立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风
雨同舟，积极作为，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
的职责，让广大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不忘本来，
方能开辟未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我们要继续学好
党史，自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坚
定信念、凝聚力量、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新征
程中开拓前进。

学好百年党史 走好伟大新征程
总支书记、校长 李育军

党建工作掠影（二）

中心组学习理科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集中学习

主题团课换届选举 党小组学习

党建工作掠影（一）

扶贫慰问 社区大党委活动

洁城服务 众志成城防疫抗疫

根据市委组织部要求，我校总支组织
全校党员观看了《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
体》专题警示片。该专题片以谎言与真相、
缘起与泛滥、西方的推波助澜、演进与根
源、灾难与反思五大板块，通过档案资料、

实物实证、深入访谈等形式，系统梳理了苏
联历史虚无主义产生、发展、蔓延的历史，
全面再现了当年苏联意识形态阵地被历史
虚无主义侵蚀的过程，深刻分析了苏联亡
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这一专题片不仅使我
们了解了苏联解体的始末，更多的是给我
们深沉的思考。

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推动
的一种政治思潮。其本质就是消解正确的
历史，对真实的历史进行造谣、污蔑、抹
黑。无论其披着何种外衣，使用什么手法，
其根本目的都是企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

自赫鲁晓夫后，苏联为何会犯历史虚
无主义的重大战略错误？其中一个主要原
因就是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
夫为代表的苏共执政者，并非真懂真信马
克思主义。他们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
领导人斯大林，否定苏共创始人列宁，通过

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民思想，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民
精神支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以史为鉴，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
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无
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
自己的历史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
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
部必须带头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高思想理论水
平，提升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
潮的能力，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民族
自信、理论自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
进，西方“软实力”“巧实力”等和平演变战
略手段不断翻新，网络信息战更是成为散

布历史虚无主义的主渠道。主要推手也不
再躲在背后，而是紧跟热点事件，混淆视
听、诋毁英雄、污蔑抹黑伟人。尤其在自媒
体兴起的当下，借助微信、微博、短视频和
客户端等媒体，从学术领域向生活领域，从
知识分子层面向普通大众蔓延。上海高校
教师戏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成都49中事件
等，无一不说明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网
络信息战的汹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牢
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壮大马克
思主义队伍，巩固宣传舆论阵地，为反击和
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靠的政治组织保
障。必须对否定党史国史、贬损革命领袖、
玷污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进行彻底批判并
依法惩处。2022年初，国家开展了“清朗”
系列专项活动，清理禁言注销了一大批违
规账号，也惩治了一批恶意造谣的煽动者。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解体事件
令人震撼，发人深省。我们要透过教训坚
定理想信念，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实践者。

理论要清醒 信仰需坚定
党建办主任 张金凤

重温百年党史，它就是一部百折不挠、
砥砺前行的奋斗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一
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拼搏奋斗

的结果。回顾过去，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
来，我们肩负重任。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
初心，拼搏进取，不懈奋斗，永葆共产党人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实事求是地
说，我们对党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学
习的深入而逐步加深。

一、不忘初心跟党走
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

南湖的游船上诞生，从此给中华民族带来
了光明。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重新屹立于东方之巅；中国靠着不到
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
近年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共产党
人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最终控制住疫情蔓延；而在疫情和逆全

球化双重影响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
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并且在2020年成
功实现脱贫。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系
列历史性成就，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思
考，特别是近年来保持党员先进性的主题党
日等教育活动，我开始对“入党为什么”有了
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认识。我认识到，入党的
过程实质就是认识党、热爱党、发展党和捍
卫党的过程。事实证明，在每一个重要时
期、特殊时刻，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入党，就
是要勇于奉献、乐于奉献，在奉献中体现个
人价值，在奉献中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

二、牢记使命严要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这

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干什么”所要
着重思考的。共产党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们要保持党员先进性，感恩做人，
敬业做事。我们作为青年教师党员，要更加严
格地要求自己。首先，要提高认识，必须认识
到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宗旨。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
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作为教师，我们要从思
想深处认识到，学生整体素质提高是检验我
们工作成绩的“第一标准”，只有切实了解学生
和家长的需求，才能真正促进自身教学工作
的提高。其次，要勇于自我革新，加强学习，尤
其是对党的理论知识和党史的学习。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
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勇于自我革命，始终
注重从党史中总结经验与教训。作为党员教
师，我们更要不断精进自己的教学能力，学习先
进的教学理念，言传身教，让学生养成终生学习
的良好学习习惯。再次，求真务实一直以来都
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员要转变工作
作风，秉持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要时刻以党员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
关心爱护每一名学生，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学百年党史 重温入党初心
○ 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