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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企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 陈思

学 习 党 史 砥 砺 前 行
◆ 孙艺瑄

建好蔬菜示范基地
◆ 陈尧三

传承优秀传统陶瓷文化
◆ 毛国典

做好社会基层治理 服务群众零距离
◆ 鲍少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中，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处处充
斥着机遇，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在
紧抓机遇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我们所面临
的挑战，必须面对与解决继承与创新这两
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传承好优秀传统陶
瓷文化非常重要。

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现
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他生产出来的。
因为，我们理解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
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
步规定了传统。所以，我们只有在尊重传
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将陶
瓷艺术的发展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作为一个陶瓷大国，其传统陶瓷
艺术的沉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传统陶
瓷艺术的界定，一般指年代久远、使用传
统技法烧制的陶瓷器物，即使经历几千

年，传统陶瓷艺术所散发的智慧光芒和艺
术魅力，仍然影响着当代陶瓷艺术家们的
艺术创作。在现今这个新时代背景下，如
何继承优秀的传统陶瓷艺术，并且既不照
搬过去的“老路”，使陶瓷艺术局限于过
去，又能古为今用，从传统中找到新的发
展方向，是景德镇在国家试验区建设下所
面临的挑战之一。

传统的继承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例
如技法、材料的沿用，装饰风格的再现等
等，以现在颇受欢迎的高温颜色釉为例，
它是景德镇历史悠久的陶瓷代表之一，以
绚丽多彩，颜色丰富的特点受到国内外藏
家的一致喜爱。早在宋代，以铁的氧化物
为着色剂、以影青为代表的青釉系统形
成。影青釉由于高温流动性好，能够融入
坯体花纹的凹陷处，堆积较厚发色较深；
坯体平面上釉层较薄，发色较淡，从而形

成了浓淡对比，类冰类玉，具有文人雅致
的韵味，即成为景德镇颜色釉艺术的源流
与发端。明代时期出现了以铜的氧化物
为着色剂的红釉。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
为颜色釉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红釉、蓝
釉、青釉、花釉等釉料系统得到了丰富和
完善。这些历史上的颜色釉装饰的巨大
成就，为如今的现代高温颜色釉装饰艺术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这些宝贵的财富
就是我们应当继承下去的东西，它会对我
们国家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如今，高温颜色釉在继承了之前的优
良特色之外，还有了新的发展，使用了新
材料的同时提高了颜色釉烧成率，创造出

了更多高温颜色釉新品种，再次将高温颜
色釉装饰推向了历史新高度。高温颜色
釉从器物的装饰釉料，逐渐也被陶瓷艺术
家运用于绘画装饰之中。

此外，许多新一代的陶瓷艺术家如今
开始走上“复古”风格，陶瓷艺术品上的装
饰常见原始时期彩陶上的“人面鱼身纹”、
蛙纹以及几何纹饰，还有些艺术家会运用

“化妆土”这种传统的技法，使陶瓷在色调
上看起来更加的不一样，这些不同的“复
古”尝试，运用在现代陶瓷艺术的设计之
中，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对传统的继承以及
创新融合。

（作者单位：省书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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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蔬菜生产的声誉品牌。乐平享有“江南
菜乡”之誉，是国家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好酒凭吆喝”，是好酒就必须有远扬的香味。“北
有寿光，南有乐平”的“金字招牌”，不仅要保住，
而且更要美名远扬。当下，建好蔬菜示范基地显
得尤为重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去年以来，全国上下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全面实行了
复工复产，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要认真总结
蔬菜示范基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基地的基本建
设上要克服短期行为，立足长远，从实际出发，从
高标准入手，把乐平市的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好。

加大基本建设投入的力度。乐平市在国家
和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粮食生产的农田基本
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为促进乐平市的粮食生产
发挥了积极作用。蔬菜生产的示范基地除平整
土地、渠系配套外，还需有排渍、喷灌（滴灌）系统
的建设。标准要高、投资要多。因此，对蔬菜生
产示范基地可实行资金倾斜，国家和地方财政要
安排适当的资金，支持蔬菜示范基地的基本建
设。真正把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成抗灾能力强、高
产稳产，高质量和高标准的示范基地。

提高服务质量。作为科技特派员，不能局限
于推广一个新品种、一项新技术上。要切实做好
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综合性服务。产前帮助合作
社或示范户建基地和指导种植计划的安排；产中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落实增产增收措施；产后开
展信息服务，销售蔬菜产品。只有不失时机，环
环紧扣，开展好科技服务，才能办成名副其实的
蔬菜科技示范基地。

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领导就是服务。要
想示范基地之所想，急示范基地之所急，帮示范
基地之所需，切实解决示范工作的实际问题。哪
个地方，哪项工作，甚至哪项措施的落实，有了领
导过问和重视，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要进
一步加强领导，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乐平
市的蔬菜科技示范建设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乐平市老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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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
民即皇帝位后，
决意惩治腐败，
并从惩治奸邪官
吏开始。他听说
许多案件都有受
贿的人，就派人
用财物去试探他
们。刑部有个司
门令史接受了馈
赠的一匹丝绢，
太宗大怒，欲将
其处死。民部尚
书裴矩进谏说：

“这个人接受贿
赂，确实应该严
惩，但陛下您用
财物试探他们，
接着施以极刑，
这就是用罪来陷
害别人，恐怕不
合礼仪。”太宗采
纳了他的意见，
召集百官说：“裴
矩竟然能够当廷
诤谏，不肯当面
顺从。如果每件
事能象这样，何
愁天下不能治理
好！”(据《旧唐
书·裴矩传》)

励精图治的
唐太宗决意整治
腐败的初衷是好
的，但他“密使左
右试之”，挖好
陷阱引诱人往里
面跳，即现今所谓“钓鱼执法”的做法，显
然是不可取甚至是大错特错的。满朝文
武官员大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因为是至
高无上的皇帝所为，所以大家即使不阿谀
奉承地称赞附和，亦无人提出异议。只有
年届八旬的裴距，丝毫不顾虑自己是前朝
皇帝隋炀帝旧臣的身份，冒着被革职乃至
杀头的风险犯颜直谏：“为吏受赂，罪诚当
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
……”，如此大义凛然维护法律尊严的精
神着实令人敬佩。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唐
太宗从谏如流，他非但未降罪和惩治“触
犯龙颜”的裴矩，反而非常欣赏裴矩大无
畏的精神和当庭诤谏的做法，并且召集文
武官员，当众褒奖“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
面从”，感叹“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将
裴矩作为榜样予以推崇。

现实生活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
过程中也难免会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
或者做出一些不贴实际的决策，我们如果
察觉到了，是明知不对却充耳不闻，以防
得罪领导；还是出于公心主动提出不同意
见，帮助领导同志改正错误修正决策？领
导者听到逆耳之言又将作出何种反应？
这个历史故事中裴矩和唐太宗的做法，但
愿对他们有所启迪。

“神经末梢”“最后一公里”这些形象
生动的比喻，都描绘了小小居村在党和国
家战略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
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治理之中。

近年来，各地在探索基层治理时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产生了许多贴近群众、惠
及于民的新模式、新方法。江西省“九江
义警”、“映山红帮帮团”2万多个各具特
色的群众自治组织解基层所难；四川省成
都市青羊区以创新场景营造凝聚社区发
展治理新优势，提升少城片区融合治理新
动能；吉林省延边州敦化市以德治促政风
正行风育民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全面
推行监督与服务微信群走好新时代网上
群众路线；甘肃省兰州市“共享集市”引领
新型社区志愿服务；河南省新乡市家事审
判“法院”多元解分模式助推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
提高”被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范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也跟着转变为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层社会
治理的体系因此需要紧跟时代脉搏的跳
动。如今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加

多元、利益的区隔更加异质、风险的非常
态化更加凸显，这对基层政府如何整合资
源、分配利益、反馈诉求、优化秩序，如何
满足所有社会群体、所有区域群众的不同
需求等方面的治理能力都提出了诸多新
的挑战。面临新情况，社会治理理念应更
加凸显人本、共治和系统，结构更加凸显

协同合作和合理，方式更加凸显精准、精
细和智能，过程更加凸显互动和民主协
商，效能更加凸显有效和共享。

让现代化治理在基层变成服务群众
的“最美零距离”，书写基层治理新答卷，
需要从社会现存问题入手，夯实治理基
础，延伸到社会末梢，化解基层矛盾，用基

层社会治理的“小写”，促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大写”。以党建引领走深走实，注
入社会治理红心蕊。居村党组织全过程
管理运行“居村通”，居村书记承担“第一
责任”，成为引导各方的“群主”，直播党的
工作，传递党的声音。建立以党团员为骨
干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党组织的有力助
手、忠实“铁粉”，引导居村充满正能量。
加快科技智治深度应用，将治理搬上网、
服务连上线。打造秒接速办群众诉求办
理平台，构建“自下而上”发现解决问题隐
患与“自上而下”受理办理群众诉求“双轨
并行”的工作机制。对疫情防控、防汛抗
旱、突发事件等线上指挥调度、线下快速
响应。做优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健康活
跃社会细胞。科学划分网格，将社会组
织、家庭、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细
胞全部纳入网格，实现综治网格化服务管
理全覆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构
建诉前调解网络。打造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居村综治中心、居
村派驻检察室、居村派出所、居村司法所、
居村妇联、居村“一村居一律师”、居村人
大代表为一体的互联互通的综合性平台，
努力让群众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

（作者单位：市第六人民医院）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可依靠的
力量，必须加强国有企业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和自我
发展。

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

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
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强调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出于重
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
发展变化。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必须要保持战略定
力，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立足企
业政治工作，坚定不移凝心聚力深化企业
改革，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汲取
企业改革发展经验，以党的伟大成就增进
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树牢理想信念，笃
定目标任务，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政工力量。

二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
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

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进一步加强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
论述，深刻认识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
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我们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展
好企业政治工作，动员号召全体职工都深
刻体会企业发展的艰辛，自觉担当改革发
展重任，主动磨砺责任，统筹发展之策，坚
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国企在新发展
阶段“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这一
历史使命，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发展，服务
好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大局。

三
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进入

新时代，党中央先后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活动，都是我
们党着眼长远，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
向内的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打扫政
治灰尘，激发全党革命精神和斗志的具体
实践。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契机，在日常
开展政治工作过程中做好“结合文章”，带
领全体干部职工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感受
信仰之光、精神之钙、力量之源，坚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执行意识，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
题，全面提升队伍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按
照企业发展的“一盘棋”理念，上下凝成一
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政治工
作的强大力量，凝聚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保证企业各项生产经营决策
迅速落实落地、见到实效。

（作者单位：景德镇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我
们有百年基业的基础。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站在开启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要认真学
习党史，砥砺前行，书写祖国美好的未来。

一、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中国社会发

展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从没遇到过的荆
棘，碰到从未发生的事情，这些都要我们
从历史中去学习借鉴解决问题的办法。
学习党史才能让我们找准定位，明确未来
的方向，才能够有前行的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学习党史，

总结党百年来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探索
道路上所走过的弯路，这对于增强干部治
国理政的能力，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对
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发挥着以
史明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学习党史，汲取精神力量
学习党史，要学深悟透，从学习中汲

取精神的力量。首先是闯新路的力量，近
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前
所未有的灾难。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亡
图存的道路，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唯
有中国共产党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创造
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中国大地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次是克服困
难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面对的就

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势，我们党先
后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克服了长征途中
的千难万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战胜了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取得了解
放战争的胜利。在这过程中有无数的困
难，但共产党员和先烈们不畏困难，用自
己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三、学习党史，不忘初心使命
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百年大

党，要永葆青春活力，就要以史为鉴。学
习党史就是要筑牢我们的理想信念，牢记
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不是为
了自己的私利，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始终把人民过的好不好，人民是不
是幸福放在首位。过去，中国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取得辉煌的成就。新民主革命获
得最终胜利，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和平建设年代，中国快速崛起，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今，我们正向着强起
来的目标跃进。一刻也不能忘记初心，要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终身
奋斗目标。

四、学习党史，传承伟大梦想
回首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

建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从进
入新时代到开启新征程。这样光辉的历
程，可以清晰的看见一条主线，那就是中
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就是要我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的
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几代
人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实现
这个梦想的重任就落到我们的头上，要满
怀信心投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朝着党中央描绘的中国梦宏伟蓝图目
标奋力前进。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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