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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召开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这是刻录在2021
年轮上的“三件大事”。

这“三件大事”，都聚焦同一个主
题、指向同一个目的——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这“三件大事”，有机联动、
相互支撑、相映成辉，引领和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步步深入、热潮迭起。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
才能走得远。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2021年3月2
日，东莞市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市委始终把党史学习教育抓在
手上、扛在肩上，先后8次召开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多次开展“第一议
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肖亚非以“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奋力推动
东莞在万亿元GDP、千万人口城市新
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展”为题，带头
讲授专题党课，市几套班子成员带头
参加专题学习，带头作专题辅导，带
头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

2021年7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吕成蹊为市府办、市审计局党员代表
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学
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将
其与东莞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干事创
业精气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
护”，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
学。东莞举办市管干部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研讨班7期、培训1535人次，
形成党史学习教育“头雁效应”，带动
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专题培训等形式开展集中学习研
讨6.2万多次，做到党史学习教育党
支部全覆盖、党员全覆盖。

2021年7月3日，全市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干部
动员大会召开。肖亚非强调，要迅速
部署安排，广泛兴起学习宣传贯彻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
全市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干部大会召开。肖亚非指
出，要立足“双万”新起点，奋力推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东莞落

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在市委主要领导谋划部署推动

下，党史学习教育一经启动，便在全
市上下迅速展开。

6月24日，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广东东江纵
队纪念馆基本陈列重新开放启动仪
式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举行。

当天，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肖亚非宣布广东
东江纵队纪念馆基本陈列重新开
放。随后，市领导共同参观了《东江
铁流 南粤旌旗》基本陈列，并在党旗
下庄严地重温入党誓词。

“要通过参观《东江铁流 南粤旌
旗》基本陈列，深刻认识东莞是一座
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英雄的城市，以
史铸魂，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
脉，汲取前进力量。”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学有所悟，
而后笃行。市委领导切实扛起主体
责任，开展调研、讲好党课、参加主题
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
开拓前进。

“枪上刺，剑出鞘，榴弹拉开着火
苗……”2021年5月20日，东坑镇党
史学习教育百场党员志愿宣讲启动
仪式举行，木鱼歌省级非遗传承人李
仲球现场说唱。

这一热火朝天的学习景象，正是
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市上下广泛开展
的生动缩影。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全市各
级党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周密部署、
精心安排，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开展宣讲，推动学习教育深
入基层。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
深入人心，东莞组织党员干部收看收
听中央宣讲团来粤宣讲报告会，在全
省率先邀请省委宣讲团来莞作宣讲
报告。高规格组建市委宣讲团，选优
配强市镇两级宣讲队伍。

“洪梅这里流传着许多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其中一个人就是我的曾祖父
莫萃华。”莫贺宁说。2021年4月29
日，“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东莞市党
史学习教育千场党员志愿宣讲启动仪
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洪梅镇举行。

东莞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等重点专题，统筹用
好各级各类媒体和多种平台载体，分
层次、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讲宣传，
营造全覆盖、高密度、多维度的浓厚
氛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严督实导，跟踪问效督促改。
东莞积极配合省委党史学习教育

第二巡回指导组开展10轮11次指导调
研，安排到21个镇街（园区），43个市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6家民营企业进
行调研指导，对接起草调研专报14份、

意见反馈10份。

全市组建8个巡回指导组，推动
履职尽责，严格指导把关，及时开展

“回头看”，持续抓好跟踪问效，注重
系统总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
做法，选树先进典型，广泛宣传推介，
全面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提升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成效。其间，派出
各巡回指导组开展实地调研432次，
聚焦问题整改，提出各类指导意见
1072条，基本做到问题在一线发现、
经验在一线总结、对策在一线形成，
确保各项部署深入推进、有效完成。

——深刻剖析，专题组织生活会
开出新气象、取得好效果。

去年，在东莞市妇联机关党支部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支
部党员逐一发言，交流学习心得体
会，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检视自
身差距和不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
评，新气象涌现。

全市9741个党支部全部按时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各级党员干部对照学
习教育目标找差距不足，认真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深入剖析检视，明确整改
事项和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形成整改
台账12017份、整改问题16556条、整
改措施17947条，切实把专题组织生活

会成效转化为锤炼党
性、干事创

业的实际成果。
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同时，东

莞也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搞好专题
民主生活，检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
导干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不断激发
干事创业精气神。

——创新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全覆盖、活起来、深下去。

在东莞，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比
76%，人员流动性强，特别是两新组织
多、流动党员多。针对流动党员分布
散、联系难、资源少、工学矛盾突出等
特点，东莞通过创新方式方法，采取有
力举措，推动全市3700个两新组织党
组织和1.4万余名流动党员党史学习
教育全覆盖，确保不漏学、不掉队。

用好新媒体平台的同时，东莞明确
市、镇、村三级工作责任，依托“智网工
程”，广泛开展流动党员摸排工作，部署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企业、进园区、进商
圈、进小区、进楼宇，统筹实施送书籍、送
党课、送培训、送政策、送温暖活动，确保
流动党员学习教育有人抓、有人管。

一次次涤荡心灵的深入学习和研
讨，一场场人气满满、热气腾腾的党史
宣讲，一个个以革命先烈、时代英雄为
榜样的红色资源现场教学活动……全
市各级各部门不断推进内容、形式、方
法的创新，在广大党员中掀起学习热
潮，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真正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以上率下，凝心聚力担使命
——市委带头，开展调研、讲好党课、参加主题活动，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守正创新，走实走深更走心
——全市上下高度重视、组织有序、扎实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以史为鉴，
奋进“双万”
新征程

——广大党员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感悟初心、践行
使命，办实事，开新局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拉开党史学习教育大幕。
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有安排，东莞见行动。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2021年3月2日，东莞市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
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东莞在全省实现总定位总目
标中承担起更大责任、走在全省前列。如潮涌，似风雷。从
初春到冬日，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市如火如荼开展，掀起了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热潮。

回望历史来路、汲取历史智慧，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
史主动。

广大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初心
使命，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以昂扬姿
态奋力推动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付碧强/文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2021年7月20日，在广东东
江纵队纪念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院长刘春红看完纪录片《英雄
母亲》后，难掩激动之情，登台清唱一
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赢得阵阵掌
声。“看完很受感动，这首歌特别契合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她说。随后，她
还带领大家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现场气氛热烈。

这是理想信念的深刻洗礼——
2021年7月1日，“他吸引了全世

界的目光——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
展”在石龙博物馆开展，2个月，线上
线下参观总人数超20万人次。

对革命先烈的致敬，也是对红色基
因的赓续。登上周恩来东征演讲台遗
址，重走大岭山东纵抗日路，缅怀第一个
东莞籍的共和国将军——王作尧……一
批又一批党员干部群众带着敬仰追寻先
辈足迹，寻找追梦之源、信仰之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红色资源火
起来，红色人物亮起来，红色基因传下
来。深挖资源、培根铸魂，广大党员深
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信仰之基更加
牢固，精神之钙更加充足。

这是思想理论的深刻淬炼——
莞邑大地，一片红色热土。
2021年4月8日，党史学习教育

东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东莞大
岭山镇举行，讲党课，走基层，看旧址，
深交流……

大片美村党总支书记叶国强说：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回顾党的百年历
史，让我更加深入了解我们党的奋斗
足迹和光辉历程。”

逐梦征程上的接续奋斗，源自思
想理论的深刻自觉。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
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举办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开展深入
的专题学习、专题研讨，邀请专家辅导，
利用好主题党课等形式深化学习……

党史学习教育中，全市各级各部
门纷纷掀起理论学习新高潮，在深思
细悟中提高认识，以理论上的清醒促
进政治上的坚定。

这是为民务实的真切笃行——
百年党史，是一部不断为民造福

的历史；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百年
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初心、践
行使命，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相结
合，立足行业实际和主责主业，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东莞坚持
把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结合起
来，把办实事与开新局贯通起来，扎实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和
各镇街（园区）、各单位共2410项民生
项目（包括142项市领导挂帅项目）全
部顺利完成，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史学
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和实效。

这是激发斗志的重新出发——
“英雄母亲李淑桓的行为深深触

动心灵，我以她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
女。”大岭山市民何远海说。

如今，大岭山镇乘着改革开放春
风，发展成为中国百强镇。

传承东纵精神，莞邑红色热土迸
发力量。数十年来，东莞从一个农业
县成长为制造大市。

精神的力量跨越时空，在学习中
感动，在感动中传承。

从创新驱动发展，到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到优化产业结构，综合提升生态环
境……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鼓足决心
干劲，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攻坚
克难，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内生动力。

光辉党史映初心，砥砺奋进正当
时。在“双万”新征程上，东莞着眼开
创新局，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引导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奋力谱写东莞在万亿GDP、千万人口
新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20212021年年66月月，，位于大岭山镇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基本陈列重新开放位于大岭山镇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基本陈列重新开放。。图为党员群众在馆内参观图为党员群众在馆内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栋陈栋 摄摄

■■榕树下讲党史榕树下讲党史，，别开生面的基层宣讲接地气别开生面的基层宣讲接地气、、受欢迎受欢迎 大岭山宣供图大岭山宣供图

■■20212021年年66月月3030日晚日晚，，东莞城区地东莞城区地标建筑集体亮灯标建筑集体亮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周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栋陈栋 摄摄

■■流动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流动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212021年年55月月2525日日，，大岭山第四届红色文化节开幕式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举行大岭山第四届红色文化节开幕式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举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志波郑志波 摄摄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828日日，，““青春献给党青春献给党””东莞市高等院校党史学习教育东莞市高等院校党史学习教育““文艺党课文艺党课””在东莞理在东莞理
工学院举行工学院举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帆陈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