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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七十年历史回顾与总结（下）

世间万象

○ 徐赐甲

湖北咸宁第九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
万人同跳广场舞暨世界纪录认证活动现
场。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市委办公室机
关党支部开展第 11 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认
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主体功能区和生态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 感动咸宁”
“ 最美
红线保护规划加快实施，通城、通山被纳入
系列”人物评选凝聚强大社会正能量，
“一五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一十”工程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工作案例。
49.47%，城市绿化覆盖率 38.9%，先后荣获
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高标准推进“云上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
咸宁”移动新媒体平台建设，主流思想舆论
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不断壮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扎实推
居全省前列。
进，8 个村列入全国首批“传统村落保护名
近两年，全市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录”。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
“ 两馆一站”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累计服务群众 400 万人次。文艺创作更加
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坚持全面建
繁荣，咸宁被授予“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
之乡”。成功举办首届市运会和咸宁国际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经济建设和
温泉马拉松赛，连续举办国际温泉文化旅
社会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
游节，
“ 香城大舞台”成为全省优秀文化品
牌。
二、咸宁七十年历史的经验与启示
政治文明建设成果：民主法治得到深
建国近 70 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也
化。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地方立
走过弯路。例如，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
法工作扎实开展。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
鄂南六县共有 900 余名中小学教师被划为
督、参政议政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协商民主
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爱国统一战 “右派分子”。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咸宁也放了“亩产 4 万斤粮”、
“亩产皮
线发展壮大，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用积极发
棉 1000 斤以上”、
“ 亩产苎麻 1000 斤以上”
挥。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和对台工作
的卫星。咸宁还提出“铁水奔流赛长江，力
取得新成效，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取
争日产超万斤”的口号，大办钢铁，伐木炼
得新进展。依法行政有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铁，使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
设走在全省前列。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
力和物资、资金受到极大损失。村村吃食
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严格落实全面从
堂，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穷过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管党治党力度
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咸宁六县造反
不断加大。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派相继夺权，抢走县委、人民委员会（政府）
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
及其工作机构的印章，张贴散发夺权公告，
学习教育，党员党性观念、宗旨意识和纪律
党、政、军、团机构瘫痪，等等。
规矩意识明显增强。
“ 主题党日+”活动得到
研究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
中组部肯定，在全国推广。从严查处违反中
同时期的历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 1147 起，
“ 四风”顽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
症得到有效遏制。严厉惩治腐败，查处违纪
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
党员干部 3469 人、移送司法机关 241 人，党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
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

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
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探索。”
“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时期。”
（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7、
28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2017 年 1
月）全面回顾咸宁近 70 年的历史，尤其是认
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成
果，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从而更加坚
定加快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
1、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地指出：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
告科学地总结说：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
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是中国人民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即使犯过一些错
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能够依靠
自身的力量纠正错误，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党，无数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广
大人民群众应该相信党、依靠党、紧跟党。
咸宁各级党组织应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
“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
的精神，
把自身建设好，
带领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把咸宁建设好、发展好。
2、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广大的人民群
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古代是这
样，近现代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雄辩
地证明了这一点。依靠人民群众，党的事业
就会发展进步；脱离群众，放弃群众，背离人

民群众的意愿，损害甚至于侵犯人民群众的
利益，党的事业就难以成功，就会受到损失，
就会走弯路。咸宁各级党组织、政府要把自
己的理想、宗旨、奋斗目标转化为广大人民
的自觉行动，带领广大人民团结奋斗，实现
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3、必 须 坚 持 统 筹 推 进“ 五 位 一 体 ”建
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平年代，什么时候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会发展顺利；反之，如
果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
严重影响、挫折。要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
一意谋发展，不为外部环境所干扰。历史发
展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了
我党新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4、必须发扬“四种精神”。即实事求是
精神、敢为人先精神、奉献牺牲精神、艰苦创
业精神。
“四种精神”是咸宁人民在革命战争
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
征程中表现出来的最本质的特征。实事求
是是最根本的，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
发，只凭主观意志，就会摔跟头。同样，不敢
担当，畏葸不前，甘为人后，没有奉献牺牲、
艰苦创业精神，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也
会被历史淘汰。要正视咸宁发展不够的客
观现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谋划好、发展好咸宁，
不断推动事业成功、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系
“咸宁思想库”课题）

醉美咸宁

中国电动客车进入
法国长途客运市场

这是 4 月 10 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中
国宇通客车公司生产的电动客车。欧洲知
名城际长途客运服务商德国弗利克斯巴士
公司，10 日在巴黎举行纯电动客车长途客
运线开通仪式，这条由巴黎至法国北部城
市亚眠的线路将使用中国宇通客车公司生
产的 ICe 12 型 59 座客车。

沙特古城
萨利赫迈达

这是 4 月 1 日在沙特阿拉伯萨利赫迈
达拍摄的砂岩上凿出的“孤独城堡”。坐落
于沙海中的沙特萨利赫迈达古城是该国著
名文化遗址，于 2008 年入选联合国世界遗
产名录。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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