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7年以来，播州区三
合镇马坪村不断强化党建引
领，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率
先在全区推行“一约五会”村民
自治制度（“一约”即村规民约，

“五会”即新时代家风理事会、
红白喜事理事会、卫生监督理
事会、文化传承理事会、乡贤理
事会）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探索
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9月21
日《遵义日报》）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
力保障。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群众的好家训、好家规等纳入
村规民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
向，通过入户走访，将大家关注
度较高的生态环境、社会治安、
公共道德、邻里关系等方面的提
议纳入村规民约，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按程序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让群众参与，受文明洗礼，
不仅能提升村民的文明素质和
社会风气，还能使村民生产生活
得到明显改善，营造出村民们自
觉维护讲道德、守纪律、崇风尚
的良好社会氛围，实现共建共
治，赋予乡村文明风尚。

乡村美不美，事关广大农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事关全面小
康的底色和成色。乡村的美好
生活离不开民俗和文化的滋养，
乡村文明的魅力体现在日常生活
中。以家风理事会在全村开展“党
风带民风、民风带社风、社风带家
风”等活动；以红白喜事理事会不
断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管理，大力
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以卫生
监督理事会通过巡回宣讲、“星级
农户”评选等方式，培育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为乡村振兴凝聚
力量。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为乡
村赋予文明风尚，既要传承传统

文化、留住乡愁，也要破除陈规
陋习，做好移风易俗工作。在

“五会”组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村民投身志愿服务、人居环境
改善等活动中，成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参与者、受益者。只要不
断提高广大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自觉遵守乡规民约，提高农民对
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定能
有效促进乡风文明，顺应农民
群众的愿望，满足他们的精神
需求，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丰
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乡村
的全面和谐发展。

为乡村赋予文明风尚为乡村赋予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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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神州大地一派喜庆氛围。激扬爱国情怀、砥

砺奋进力量成为干部群众欢度国庆的鲜明底色——观看升

国旗仪式、唱响《歌唱祖国》，在革命遗址寻找红色记忆、传承

红色基因，在文化场所汲取丰富知识，积极滋养精神根脉，凝

聚奋进力量。

刘大锤刘大锤 绘绘

◇ 陈代蓉

◇鱼 予

◇余志勇

鲜亮“中国红”点燃爱国情。
10月1日清晨，伴随着雄壮的国
歌，10余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群
众齐聚天安门广场，见证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从广袤
乡野到城市街巷，从东部沿海到
内陆腹地，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
迎风飘扬。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选择重
温红色历史、感受家国情怀。从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
红船，从革命圣地延安到遵义会
议会址，从北大红楼到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全国各地红色景
区热情的游客给出了答案——
用“红色密码”打开这个“黄金
周”的出行方式。了解革命文物
背后的故事，英雄纪念碑前放一
束鲜花，留言簿上写下而今的盛
世中华……越来越多的游客特
别是年轻人到红色景区打卡，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

这个国庆档，《长津湖》《我

和我的父辈》等影片激扬红色主
旋律，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电影《长津湖》以史诗级的手法，
全景式展示了这场在极端恶劣
的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有着巨
大悬殊的非常规战争全貌，让观
众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直观
的认知，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军人
的英勇和无畏，领会到了中华民
族的气节与精神。电影《我和我
的父辈》既让人觉得温暖感动，
又有轻松欢乐的部分，在“小家
大爱”的主题演绎下，代代传承
的奋斗精神令人动容。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
持久的情感。神州处处“中国
红”，唤起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
洪流。让深厚的爱国情怀激荡
奋进之路，时代前行的步伐会因
为千千万万人的拼搏奋进而变
得更加铿锵有力，爱国之心、报
国之志就会化为更多生动现实的
美好图景。

当看到一抹抹最美中国红，
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油然而生的自
豪情愫熊熊燃烧。

最美中国红点燃爱国热情。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光明的中国、
一个辉煌的中国、一个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东方大国！从“蛟
龙”探海承载中国深蓝梦想，到北
斗导航完成全球组网向全世界提
供高精度导航服务，从世界最大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向
全球开放，到12万吨“国产”航母
可连续航行1000天，从创造人类
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到中国疫
苗助力全球抗疫……中国以一系
列突破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
跃，最美中国红彰显国家繁荣富
强，让我们自豪更自信。我们庆
幸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衣食
无忧、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我们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最美中国红凝聚奋进力量。
国旗鲜亮，初心如炬。在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心中，永远都有一抹

中国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
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科学家
为国家科技发展进步作出突出贡
献，运动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
银为国争光，大学生放弃城市繁华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展，解放军
戍守边疆保家卫国，医护工作者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耕耘出更
加绚丽的中国红，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更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我们要拿出奋发有为的钻劲、奋
勇争先的闯劲、顽强拼搏的干劲，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用实干托举

“中国梦”。
最美中国红，是世界最美的

颜色；最美中国红，是14亿中国
人前行的动力；最美中国红，是照
亮未来的指路明灯。这个国庆
节，让我们向一抹抹鲜亮的最美
中国红表达敬意和祝福，增强自
豪感，激发爱国情，唱响奋进曲，
共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勇前进！

最美中国红凝聚奋进力量
王学明

9月 29日，我市召开深化
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指挥部第
三次工作推进会，通报了近期
全市“深文”工作督查督导情
况及存在问题，部署了下阶段
我市“深文”工作，推动我市文
明城市建设工作常态化、长效
化。（9月30日《遵义日报》）

立足“深字诀”，让文明风
姿渐入佳境。深化文明城市
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它是庞大
而又细致的“大考”。纵观这
段时间所开展的橱窗文明建
设、志愿者服务建设、乡风文
明建设等，都是用好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服务阵地这一载体，
让文明融入城市血脉，提升广
大市民文明素质的有力举措，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心、
见之于行，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奏好“协作曲”，让文明
场景精彩呈现。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既是又一次城市的全
面“体检”，也是再一次城市的
全面升级。要以精准措施对
标对表，举一反三，紧盯问题
抓整改；要发挥先进典型引领
作用，普及文明教育，发动群
众力量，健全文明城市建设常
态长效机制；要压实压紧领导

干部带头责任、机关干部落实
责任、行业部门统筹责任、督
查督导问责责任等，盯着问题
走、工作抓到位。说到底，是
一项团结一心的工程，旨在增
强城市功能品质，夯实提升城
市文明程度。

围绕“惠民生”，让文明成
效持续深化。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最终取决于人的内在
素质和外在行为。正如会议
要求，要按照目标要求，依靠
群众、发动群众，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
对“深文”工作的知晓率、参与

率和满意度，守护好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巩固好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成果。补齐城市管理
的突出短板，从完善城市功能
入手，打造一批精品亮点工
程，做到城市“面子”和“里子”
两手抓，不断改善民生。

文明城市创建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随着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日渐深入，遵义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一定
会得到很大提升，文明城市创
建的丰硕成果也将化为由人
民共享的美好家园。

奏好奏好““协作曲协作曲”” 唱响文明歌唱响文明歌

办公室浪费现象，看似不起眼，实则很惊人。
小到一根没有用完被扔掉的铅笔，写了几个字被
粉碎的纸张，大到空调过低的温度等等，一个办公
室如此，多数办公室也如此，那么长年累月所造成
的资源、能源的浪费，就会十分可观。而这些资
源、能源的浪费，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遏制办公室浪费，
需要强化制度约束，要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
及国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节约型机关创
建行动方案》，并根据党政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
本单位、本部门的规章制度，同时除了强化制度
约束、提升节约意识外，还应该从优化办公流
程、改造办公环境等方面着力，最大限度堵住
办公室浪费的漏洞。

（苑广阔）

遏制办公室浪费

须强化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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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美景醉世界，佳节盛邀
待客来。近年来，遵义市坚持“以
展促销、以展促招，展招结合、务
求实效”原则，以文旅融合为根本，
以旅游产业化为路径，立足资源
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借助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国际辣椒博览
会等活动平台，充分展现了遵义文
化旅游改革创新最新成果，积极推
动遵义文化“走出去”。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乡村旅
游的诸多景点则结合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推出特色体验、文娱互

动等新项目，为游客提供精彩纷
呈的“农旅融合大餐”，让游客体
会醉美遵义的无限魅力。

目前，遵义乡村旅游形成
了城郊休闲型、“茶旅一体化”
型、“四在农家·美丽乡村”依托
型、景区依托体验型、历史文化
古镇依托型、山水田园型、红色
与乡村体验型等多类型的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形成了以播州区
花茂村、团结村，桐梓县杉坪花
海、大娄山、九坝镇，湄潭县七彩
部落、田家沟、核桃坝，绥阳县雅

泉农庄，凤冈县茶海之心、长碛
古寨，余庆县红渡村，赤水市宝
源梯田等为代表的大批乡村旅
游示范点，既传承了红色精神，
也承载了绿色发展，更延续了浓
浓乡愁。

秋日的田间，稻谷飘香，景色
宜人，放眼望去，蓝天丽日下村庄
秀美如画，当前，乡村旅游逐渐成
为消费热点，有力带动了各地村
民致富增收。一方面，乡村游客
量和旅游收入快速增长，山清水
秀、生态优美的乡村吸引力逐渐

增强；另一方面，依托丰富的乡村
文化资源，各类乡村旅游品牌不
断涌现，一幅幅火热生动的乡村
旅游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在假期，趁着秋高气爽的好
天气，游高山草场、听风声鸟鸣；
看山水相融，满目青翠；看初秋
的阳光映照在花海上，体验浪
漫的时光。带着祝福，带着愉
快的心情去感受如画的秋日美
景，感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的丰收喜悦，感受新时代乡
村振兴新篇章的美好。

秋景美如画 佳节客涌来秋景美如画 佳节客涌来

让爱国情怀激荡精神力量
向 秋

在举国同庆中绽放爱国情怀
乐 兵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我们迎
来新中国成立72周年，又喜逢中
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双喜叠
加的神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歌唱祖国的歌声分外嘹亮，到
处氤氲着欢庆喜悦的氛围，笑意
写在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与自
豪，共享着这盛世的荣光。

天翻地覆慨而慷。今日之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
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
车，新“四大发明”享誉全球……新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
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前所
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
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

这是“美美与共”的中国。
中国的梦，也是世界的梦。多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已连续 14 年成为
全球最大经济引擎，许多国家
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和

“便车”。尤其是倡议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拓展了发展中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事实
证明，72 年来，新中国始终是
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

这 是 生 机 勃 勃 的 中 国 。
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
到处奏响着爱国、奋斗、奉献的
昂扬旋律。无数乡村教师坚守
三尺讲台，用知识点亮孩子的
梦想；无数工人和农民兄弟姐妹
起早贪黑、挥洒汗水，擦亮中国制
造、中国建造的荣光；无数快递小
哥奔走在烈日下、风雨中，缔造了

“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的奇迹……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
人”，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
声。

大 江 流 日 夜 ，慷 慨 歌 未
央。欣逢伟大的新时代，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让我们把浓浓爱国情化作
拳拳报国志，凝聚成伟大民族
复兴梦的磅礴力量，书写新的
历史，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谱
写筑梦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