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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越72年的寻亲之路

本报讯 记者陈新、聂莹颖、实习生李炜桥报道：
连日来，市博物馆一楼大厅摩肩接踵、人流如织，前往
参观党史展览的党员干部一拨接一拨。

观展人员中，既有来自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等等50多家市直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又有来自湖北
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还有来自中建三
局咸宁项目部、梓山湖北大邦的员工，观展人数达到
1.8万人次。

“咸宁市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展览”由市党史学
习教育办公室、市史志研究中心、咸宁日报社主办，市
博物馆、市摄影家协会协办。在6月29日举行的开展
仪式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前往观展并
重温入党誓词。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鄂南这
块红色的土地，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紧紧
相连。党史展览集中展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鄂南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
件、重要历史人物和主要发展成就。共采集了1200多
张珍贵图片和表格，许多图文资料第一次在咸宁展出。

党史展主体内容包括8个历史篇章：革命风潮起
（1921至1927）、红旗映鄂南（1927至1937）、浴血御
敌寇（1937至1945）、转战黎明前（1945至1949）、大
地换人间（1949至1978）、春雨润香城(1978至2012)、
奋进新时代(2012至2021)、奋斗绽荣光。

据悉，8月1日起，党史展将到各县（市、区）巡展，
每个县（市、区）为期半个月。

健康义诊进社区
7月15日，由市中医医院和市文旅

局联合开展的“学党史办实事”之“冬
病夏治”健康义诊进社区活动在浮山
社区举行。

当天，市中医医院的医生为社区
居民宣讲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发放
科普资料，并根据不同的病情，进行三
伏贴穴位贴敷，让居民不出家门，就能
享受到贴心的医疗服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何施 兰洁 摄

《党史上的咸宁记忆》系列视频创作宣传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査生辉、王恬、实习

生费霖好报道：7月15日，《党史上的
咸宁记忆》系列视频创作宣传座谈会
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
军出席并讲话。

《党史上的咸宁记忆》系列视频由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咸宁分社、市委宣传
部、市史志研究中心联合出品，共12集，

主要宣传鄂南地区红色故事。座谈会
上，策划摄制人员介绍了创作宣传情
况，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发言。

张士军对《党史上的咸宁记忆》的
成功推出表示祝贺，对参加策划摄制
的人员表示感谢。他说，《党史上的咸
宁记忆》全片制作精美、史实准确，是融
合思想、知识、艺术的创新之作、情怀之

作、担当之作、精彩之作，相信会在咸宁
人记忆中留下难忘的红色记忆。

张士军要求，要总结好该片制作
和宣传经验，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讲好
鄂南党史故事，传承咸宁红色基因；要
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和传承渠道，用好
用活红色资源，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更
好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要借鉴此类

成功做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
思想工作更好开展；要把《党史上的咸
宁记忆》系列视频丰富到支部主题党
日等活动的开展中，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张晓
峰、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辉出
席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7
月14日至15日，省政协调研组
来我市就“加快推进县级特困供
养服务机构建设”开展监督性调
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
曾国平出席座谈会。

调研组实地察看了梓山湖
江南里健康养老项目、湖北健康
职业学院、温泉办事处农村福利
院、嘉鱼县陆溪镇福利院、嘉鱼
县社会福利院，调研特困供养服
务机构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情
况。

调研组认为，咸宁在推进特
困养老服务机构体制机制深化
改革过程中做了有益尝试，取得
了较好成效，促进了特困供养服
务机构基础设施优化、管理水平
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调研组指出，要围绕新发展
理念，提高对推进特困供养服务
机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要坚持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
务”的宗旨，把特殊群体养老问
题摆在重要位置，科学规划、合
理调整特殊群体供养服务机制。

调研组建议，要适应新发展
阶段，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和
养老机构改造升级。积极探索
推进养老机构供养新模式，整合
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
推进医养结合。加大投入力度，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
量，确保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副市长熊享涛、市政协副主
席孙新淼、市政协秘书长陈建华
参加调研或座谈。

省政协调研组来咸开展监督性调研

探索推进养老机构供养新模式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6
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
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
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国共产
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
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够实现！

文章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

文章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
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

文章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
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
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我们要
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
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

文章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
来，从中国共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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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

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
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
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文章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
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
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为解放
全中国长眠在异地他乡。

一位素不相识的通山农民，为他
捐出自己的棺木，还嘱托后人为烈士
寻找亲人。

一家四代接力为烈士寻亲，是怎
么得以实现夙愿的？烈士背后的故
事，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义举，被更多人响应

6月中旬，远在河北邯郸的通山籍
干部许玉义，接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
电话。

对方托他帮忙办一件事。
打电话的人，他并不认识。可这

个陌生人的请求，他却一口应承下来。
“对方请我查找一位叫乔凤山的

烈士的信息，说他是河北永年人，牺牲
在通山。通山有一个吴姓家族，四代
人一直在义务帮他寻亲。”许玉义说，
答应帮忙并不是因为老乡的情分，而是
纯粹被烈士的事迹和吴家的义举所感
动。“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不管多困难都
要让烈士魂归故里。”

打电话的人叫吴新明，也是赤城
村城坑吴庄人。

“我知道村里人一直在寻找乔凤
山的家人。”吴新明说，今年在家族微
信群，又看到了寻亲的信息，他想到朋
友说有个老乡在邯郸任职，便打听到
手机号。

吴新明说，“我们通山人一向崇敬
英雄，我为烈士尽一点微薄之力是应
该的。”

“6月下旬，我接到了回复。”吴新
明说，邯郸市永年区很重视，专门安排
工作人员实地查找核实，最后查到了
乔凤山的信息。

一条家族群里的微信，一个冒昧
的电话，一句毫不犹豫的应承……为乔
凤山烈士寻亲的第四代吴高波说，感谢
热心人士的纷纷加入，让这场跨越72年
的寻亲接力加速向目的地“冲刺”。

历史，被更多人挖掘

乔凤山，1924年出生，原名乔上
海，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讲武乡乔七
方村人，是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一名
班长。

这段从河北传来的信息，文字简短，
背后却是一段鲜血染成的革命历史。

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吴
世湖称，通山党史记载：1949年7月初，
514团兵分两路征剿大刀会（编者注：当
地反动武装组织），其中一路由师侦察排
长程逢珍率领，与大刀会展开一场遭遇
战。在仅配有短枪的情况下，解放军战
士们临时削竹为矛，与敌人近身肉搏。

历史记载中的只言片语，并没有
烈士的姓名。

幸运的是，一位热心人找到这一
事件的多名亲历者，记录了乔凤山牺
牲时的情景。

记录者叫张长征。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对革命战士

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段红色历史不能
被忘记，要抢救性地保护它。”张长征
说。 （下转第八版）

市直万名党员干部观看党史展
8月1日起，到各县（市、区)巡展

7月10日晚，市人民广场入口处，一场“媒体
助农 义卖西瓜”的活动拉开序幕。通过线上直
播+线下义卖的形式，上万斤西瓜抢购一空，赤壁
市新店镇官仕坳村兴兴农场“西瓜滞销”难题迎
刃而解。

这次义卖活动由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发起，既
是一次“新闻帮扶活动”，也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有力推动了集团
机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机关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机关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来抓，推动
机关党的建设始终走在前、作表率，是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履行的主体责任。

咸宁市直机关现有党员11311名，基层党组
织615个，市委直属机关工委直属管理的党组织
86个。

如何抓好机关党建工作？
筑牢政治建设“生命线”。我市把旗帜鲜明

讲政治作为根本性要求，把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
活作为锤炼党性的熔炉，把战疫、战洪、战贫、抓
好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做到“两个维护”
的生动具体实践，不断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建设让党中央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促进本单位
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我市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指导市直机关制定
党史学习教育日程安排表，做到项目化、清单化，
及时查漏补缺，创新方式方法，使党史学习教育
入脑入心。通过开展“香城泉都干部大讲堂”、党
组织书记专题学习研讨会、市直机关青年党员主
题演讲会等一系列专题活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

服务中心大局作表率。全市各级机关党组
织成立“香城义工·红色情怀”党员志愿者协会，
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建立市
直机关“万人洁城”、“文明交通劝导”、“心系社区
足印万家”等长效机制，市直机关11311名党员
服务创文、固卫常态长效，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转化为服务市委中心工作的自觉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市直
单位党组织联系社区工作队，下沉到社区，选派党员到小区（网格）党
支部担任“第一书记”。结合社区群众现实意愿和需求，发动市直单
位结合自身职能优势，认领法律援助、送医送药、金融理财等下沉工
作项目，突出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实践证明，咸宁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争当“三个
表率”、建设模范机关，不断促进机关党建提质增效，为推动咸宁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郑红霞报道：当前，正值高考、
中考录取升学关键节点，市纪委
监委下发《关于对违规操办或参
加“升学宴”“谢师宴”加强监督
的工作提示》，重申“六个严禁”，
对操办“升学宴”“谢师宴”划红
线、敲警钟、亮利剑，防止“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

《提示》指出，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要自觉做到

“六个严禁”，即：严禁以子女
升学或毕业为由，收受亲戚以
外人员特别是管理服务对象
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
礼金和有价证券；严禁参加亲
戚以外的“升学宴”“谢师宴”
等各类升学庆贺活动及送礼
金、礼品；严禁以任何形式通知
本单位、本系统人员以及管理
服务对象参加任何人举办的

“升学宴”“谢师宴”及弄虚作
假、巧立名目的“升学宴”“谢师
宴”等各类活动；严禁使用公款
报销或向管理服务对象转嫁

“升学宴”“谢师宴”相关费用；
严禁用公车接送子女入学、游
玩；严禁大操大办、不文明操办
等行为。

市纪委监委重申“六个严禁”

对“升学宴”“谢师宴”划红线

“一家四代为烈士寻亲的故事，震撼了我们”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东宁 周萱 特约记者 孔帆升

咸
宁
：
机
关
党
建
怎
么
抓
？

咸
宁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