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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对新中国成立以
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
评价，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
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
位。《决议》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
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
想相区别，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
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
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
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
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次全会及其
通过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
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据本报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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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石河子大学紧紧围绕“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努力实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目标，通过多维度学习
强信念、多层次宣讲统思想、多层次调研促思考、多形式活
动激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学好用好党史，提升思想觉悟，筑
牢为民初心，努力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不断推进，持续发
力。

学习园地丰富多彩

“在这里学习党史更有仪式感，随手拿起一本书就可以
从中了解党的故事，感受党的精神力量。”6月18日，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2019级学生郑爽早早来到石河子大学图书
馆党史学习教育专区阅读红色经典书籍。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将馆藏红色经典书籍汇总、分类，实
行专区摆放，制作醒目标识，便于广大师生深入系统地学习
和研究党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这些经典
党史著作整齐摆放在石河子大学党史学习教育专区的书架
上。如今，党史学习教育专区为师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沉浸
式、立体化的党史学习平台。

党史学习教育专区还设有红色记忆VR体验区，书本
中的图画和文字生动地展现在石河子大学师生面前，每天
都有很多学生前来体验。很快，这里成了师生在图书馆必
去的“打卡点”。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河子大学充分利用党史
资料、党史书籍、党史视频资料等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园地，
使师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党史的沁润和滋养。

专题讲座深入浅出

“石河子大学老师讲得很有意思，深入浅出，希望以后
能有更多的机会听老师讲课。”6月10日，在十二师档案馆，
由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红军教授主讲的有关党史
学习教育的课程，受到了一致好评。

梁红军教授作为兵团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共为
十二师、九师、八师等开展4场宣讲。每一场宣讲都座无虚
席，听课的人员被课程的内容所震撼，也被梁红军教授严
谨、专业的讲课方式吸引，大家收获满满。

“内容丰富、方式新颖、专业而又生动。”这是听过石河
子大学教师宣讲的听课人员给出的一致评价。

5月，石河子大学梁红军、张勇、张洁三位教授赴三师五
十一团开展6场宣讲，政法学院的老师为乌鲁木齐市、阿勒
泰市及七师、八师等的政府部门、学校和企业举办了10场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引起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

“1921年，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不懈探寻救
国救民的道路，带领人民走向光明。2021年，18岁的战士
陈祥榕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认识了他。”在石河子大学新闻
与传媒系师生与八师融媒体中心开展的“学党史、促发展”
主题党日活动上，石河子大学学生党员深情讲述着“青春的
故事”，鼓励大家续写好属于当代青年的青春故事。

与此同时，石河子大学化工学院结合专业特色，积极与
八师相关企业联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现党史学习与业
务学习双提升。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河子大学充分发挥马克
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的学科优势与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党
史宣讲、举办专题讲座，传播党的理论，积极引导广大党员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助力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

课程改革成效明显

石河子大学将“立德树人”与“铸魂育人”有机结合，将
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抓手，把党史学习教育
有机融入课程建设中，不断深化思政课程教学改革，用好红
色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进党史学习进课堂、进教材、进学
生头脑，引导学生深刻感悟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贡
献、初心宗旨等，传承红色基因，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为了让党史学习入脑入心，石河子大学不断创新学习
教育方式，丰富学习教育内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设立党史专题讲座，举办教学经
验交流会，加强“四史”专题学习教育。同时将“四史”内容
融入思政课教学中，做到学习教育全覆盖。

“现在，我们在课堂上也可以重温党史，感受爱国情怀，
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所感动。把党史学习加入到课程中，对
我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学习党史的机会。”6月15日，石河
子大学政法学院学生郭海燕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把党
史学习教育嵌入思政课程建设中，在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
22门课程中有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讲述中国共产党坚守
初心和使命的历程。

在全校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的同时，石河子大学也
努力为师生学习党史提供更多便利。石河子大学借助“学
习通”APP，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通识教育广场学习新模式，
用丰富的文字、图片、视频和电子图书资源为师生学党史提
供丰富内容，用学习积分制提升大家的学习积极性。

石河子大学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以讲促学忆初心
以学促行担使命

●兵团日报记者 莫丽德尔·塔帕衣

6月6日，石河子大学师生合唱歌曲《歌唱祖国》。石河子大学结合“兵团精神育人——名师思政导航课”，组织学生、教师
走出校园，来到军垦第一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兵团精神。 宿闪闪 摄

石河子大学党员干部参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展（资料
图片）。 周小斌 摄

这是一份不一般的发言
稿。

1954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它被当众宣读。如今，它被
中央档案馆收藏，成为珍贵的
历史档案。

时隔67年，泛黄薄纸上的
蓝黑色字迹已有些模糊，但它
的主题——“如何争取妇女同
工同酬，解决妇女家庭问题”及
其时代意义，却在岁月洗礼中
愈发闪亮。

这份发言稿的主人是申纪
兰。她生前是第一届至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当年的大会上，这
位没上过几天学的农村妇女，
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在山
西一个贫穷村庄，妇女通过劳
动争取解放和男女同工同酬的
故事。

画面在 1952 年春耕中徐
徐展开——

平顺县西沟村十几个妇女正在地里热火朝天地
锄麦。一直以来，田地并不是她们的主战场。“好男
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围着锅台、炕台和碾台转
的“三转妇女”才是她们的标签。令村里人震惊的
是，三十五亩麦地，妇女们三天就锄完了。

为发动妇女离开家里、走向田间，申纪兰费了不
少劲儿。男社员一听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便觉不
可思议：“看透你们了，起不了多大作用。”上年纪的
妇女也认为“妇女成不了大事”。体力弱、技术低，不
只是旁人，连妇女们都在质疑自己的能力。

发言稿斑驳的字迹里，至今还能看出申纪兰向
妇女们讲解通过劳动争取权益的努力——“你不劳
动，穿也穿不上，男人也看不起你，咱要好好劳动分
上粮食，也能吃上穿上。”

妇女发动起来了，但她们每天挣的工分和男社
员的相去甚远。申纪兰在发言稿中提道：“这样又影
响了妇女劳动积极性”。

于是，一场比赛在女社员和男社员中展开了。
同样数量的男女社员在一个山梁上匀粪，结果不到
中午，妇女们就匀完了，而有的男社员还没有完成。
这让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们心服口服。

经过多次争取，妇女们终于能干一样的活、记一
样的工分。申纪兰们的努力，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
各地争相学习仿效。

无数像西沟妇女一样的女性走出家门，在不同
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男女同工同酬”也正式写入
宪法，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今天，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
增强，巾帼风采更加美丽，半边天作用愈发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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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
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100年来，我们党所付出的一
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
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
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我们党
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根本原因正在于矢志
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矢志践行初心使命贯穿
党的百年历史。

重温党的百年历史，我
们能深切感受到，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
一天起就承担在肩的历史责
任，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
根本动力。鸦片战争后，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
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就是
两道历史性考题，谁能在完
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上考出一
个好成绩，谁就能肩负起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就能
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辛亥革命之前，太平
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
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
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
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为
什么？因为他们都具有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无
法真正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长
远利益考虑，因而也无法做到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在历史大潮中，一个与先前任何政
治团体都不同的政治团体出现了，她除了人民
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她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她懂得自己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
一切努力都不能脱离中国这块土地：她就是中
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在整个中华民族为
解决两大历史任务而奋勇抗争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历史造就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
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
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
毅前行。”100 年来，正是由于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一往无前，赢得民
心、赢得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 28年时
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 40多年时间
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
史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当
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
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
吹响，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继续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在即，让初心使命历久弥坚，需要全党
共同努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常怀忧党
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要时时以
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
凡历史中感悟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中锤炼初心、砥砺使命，把初心和使命
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
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
污染。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
展，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在学习党史中深刻体
会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深刻理解坚守党的
初心和使命之重要，真正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
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践行初心使命没有穷期。
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
奋斗，在风雨无阻坚毅前行中开创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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