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1921》在中共一大会址开机，主演黄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在仪式上亮相，影片
将献礼建党 100周年。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开栏的话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小康承载初心， 小康属于人民；

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活。每一
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小康梦想和小
康故事。 每个人的前进脚印汇聚起
来，正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不断创
造美好生活、迈向伟大复兴的历程。

一年过半， 决战决胜正在冲刺，

凝心聚力正当其时。今起，本报推出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栏，陆续展
现上海同对口支援地区干部群众共
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心路历程，以
及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街头巷尾、演
绎在你我日常身边的小康故事，从中
体悟人民城市的不断成长、体悟源源
不断的奋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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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村里见到上海援滇干部，我都会这么想：“脱贫有希望了”

最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碧罗村党总支书记 唐春华

要把我所在村的地理位置讲清楚，不
太简单哩！迪庆州在云南较偏僻，维西傈
僳族自治县是迪庆较穷的县，白济汛乡位
于澜沧江的峡谷里，碧罗村是乡里出了名
的穷村， 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2017年，我开始在碧罗村任党总支书记。

车从澜沧江边上的二级公路上下来，

开车的师傅用手指了指天上，说翻过眼前

这座山，村子就到了。我们这里山多，交通不
便，很少有外人进来；村民下山，背着等人高
的竹编背篓，大多走路，或者骑马骑驴。村子
有 19个村民小组，分布在不同的山头上，村
里开会决不能选在上午，因为大伙要翻山越
岭到村委会来，等人凑齐，少说也得半天。

虽在山沟沟里， 但这里种得出木香、当
归等中药材，也种得出白芸豆、糯山药等经

济作物，各家各户养牛养鸡，村民填饱肚子
不难。但是，我刚去的 2017年，村里一共 734

户、3316人，贫困发生率达 26.2%。

为什么穷？好东西运不出去，没法卖了
换钱。

路多难走？“难于上青天”！从村委会到乡
政府的路总在修，施工队休息时才能过人，平
均一两个星期通一次。各个村小组之间的路，

还都是泥路，坑坑洼洼，雨天车轮常打滑。

此前， 村里的房子几十年没变过样子，

有榫卯结构的木楞房，有用红土舂砌成的土
墙，屋顶大多用铁皮瓦、石棉瓦或者石板盖
上，这样的房子虽然抗震效果好，但容易发
生火灾，且不遮风，不避雨。村民习惯把房子
盖两层，上面一层住人，下面养牲畜，几户人
家合力挖一个旱厕。

2016年起，碧罗村接连做了一系列危房
改造的项目，但事倍功半，效果不好。比如一
车沙子，山脚下卖 500 元，到了山上，要卖
800元到 1000元。一辆货车，本来跑一趟能
装 2吨建筑材料，但因为路途颠簸，只能装 1

吨。县里财力有限，拨付资金又大多被昂贵
的成本消耗， 一些村民只能依着老办法，找
来几根粗壮的木头顶一顶，或者把红土墙的
裂缝填一填。

那几年，眼看着周边村子一个个都脱贫
了，我却只能干着急。直到 2019 年初，我接
到通知， 说上海的对口帮扶资金要到了，能
帮我们碧罗村修路、建房。我心里高兴，但又
不踏实。上海援滇干部要来，真的会带来不
一样改变吗？

上海来的资金很快到位，上海援滇干部
跟项目也跟得很紧。“脱贫有希望了”， 每次
在村里见到他们，我都会这么想。

我们脱贫驻村工作队有 20 多个人，分
责任片区，以“一户一策”的办法，挨家挨户
做危房改造的前期调查。 下转荩3版

不断推进街道减负增能
市人大开展执法检查，蒋卓庆参加

本报讯 （记者 王海燕）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0年度
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昨天赴静安区
开展《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蒋卓庆参加。

组成人员一行赴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海
上文化中心实地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静安区、市民
政局等关于《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的汇报。 下转荩5版

引导从“四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廖国勋召开座谈会推进教卫

系统“四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廖国勋昨天就推进教卫系统“四

史”学习教育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
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学思践悟，切实
推动“四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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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复
旦大学 “红色基因永传承，

百年奋斗再出发”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主题党
日活动昨天下午在《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举行。市委书
记李强出席并向《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授队旗。

今年是复旦大学老校
长陈望道翻译首个中文全
译本 《共产党宣言》100 周
年。2018年 5月， 复旦大学
修缮了陈望道旧居，以“信
仰之源”为主题打造《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融宣传教
育、社会实践、学术培养为
一体。一批复旦青年师生党
员自发追寻“真理的味道”，

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面
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开
展宣讲活动。

李强走进 《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与党员志愿服
务队代表亲切交流，倾听他
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回信精神，努力做《共
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
心得体会和坚定决心。李强
说，今天的主题党日活动特
别有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9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
队全体队员亲切回信，勉励
大家继续讲好理想信念的
故事，并对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作出重要指示。我
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
彻落实， 结合正在开展的
“四史” 学习教育， 常学常
新、不断感悟，进一步汲取
精神力量、 升华理想信念，

增强发展信心、矢志拼搏奋
斗。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要
结合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
九次全会精神，把“四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扎实行动，切实凝聚起全
市上下建设人民城市的磅
礴伟力，奋力创造新时代上
海发展新奇迹。《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要更好发挥作用，用心用情
宣讲好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好马克思
主义理论，传递好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让大家更加
深切感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要充分依托平台优势、理
论优势，创新宣讲方式方法，为发掘弘扬上海红色文化作
出更大贡献。

主题党日活动现场，复旦大学师生党员代表共同诵读
《共产党宣言》片段。不同时代入党的党员代表李大潜院
士、张文宏医生等与《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队员接续完成了党旗传递。陈望道同志家属陈振新、朱良
玉向展示馆捐赠了陈望道同志勉励晚辈刻苦攻读马克思
主义、积极为党工作的遗嘱。 下转荩5版

■结合正在开展的
“四史”学习教育，常学
常新、不断感悟，进一步
汲取精神力量、 升华理
想信念，增强发展信心、

矢志拼搏奋斗

在上海帮扶资金支持下，碧罗村村民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巩持平 摄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人民日报评论员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
就要跟进一步。“七一”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抓好用党的科
学理论武装全党，要求加强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
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

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
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
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
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
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种与时俱进
的理论品格，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蓬

勃生命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正是由
于在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
进，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才能够体现时
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显示
出永不枯竭的创造活力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全面开
创新局面，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 下转荩5版

李强：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全力抓好市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迎难而上，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奋力夺取双胜利，龚正部署重点工作，廖国勋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季度工作会
议昨天上午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
调， 三季度是今年各项工作的集中发力期，

对于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非常
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全力抓好十
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只争朝夕、抢
抓进度， 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谋
划好未来发展的重大思路和举措，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部署三季度经
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廖国勋出

席会议。

李强指出，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对人民
城市建设作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五个人人”

的努力方向。 要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理
念要真正学深悟透， 举措要更加务实有力，

推进要注重各扬所长。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把人民
城市理念作为行动指南，结合“四史”学习教

育，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更好审视工作、检
视不足，自觉对标，更好回应人民关切。

李强指出，人民城市建设要加快形成“1+

N”政策制度体系，细化落实具体化、项目化配
套措施，让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和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等工作要抓
好落地深化。 下转荩5版

■要抓好“十四五”规划编制，聚焦本源性问题、

关键性变量、战略性任务和新时代标志性项目，全力
以赴谋深、谋实、谋细。紧紧围绕强化“四大功能”、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作出长远谋划，提出
战略举措

■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对人民城市建设作了全面
部署，明确了“五个人人”的努力方向。要一步一个脚印
落实推进，理念要真正学深悟透，举措要更加务实有力，

推进要注重各扬所长；人民城市建设要加快形成“1+N”

政策制度体系，细化落实具体化、项目化配套措施

■努力在育新机、开新局中走出一条新路。要准
确把握中央政策取向，把落地实施抓得更紧，及时将
政策效应转化为发展先机、发展优势。各区各部门要
各扬所长、相互赋能，聚焦重点抓突破、条块联动强合
力，共同打造体现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长板

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全会部署 打造体现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长板 使“十四五”规划引领长远发展

昨天一大早，中共一大
会址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将以这里为起点，完成
一项特殊的使命———拍摄
电影《1921》。影片讲述了首
批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
担起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
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故事。

作为献礼建党百年之
作，《1921》由腾讯影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三次元影
业有限公司、阅文集团联合
出品。监制兼导演黄建新、

联合导演郑大圣以及首度
公布的演员阵容黄轩 、倪
妮、王仁君、刘昊然在昨天的开机仪式上亮
相。黄建新说，电影将集结一众青年实力派
演员，重塑一群有血有肉的革命领袖，贯彻
传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

历史感与青春感并重
十年前， 黄建新执导了

《建党伟业》，十年后重新拍摄
这段故事， 让他有了更多感
受。“通过几年的准备，越来越
接近当年他们创建中国共产
党时的人格力量。” 尽管是同
样的题材，电影《建党伟业》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

叙述至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 10

年间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1921》则聚焦 1921 年
上海发生的13个人创建一个
伟大政党的故事。昨天开机仪
式上还发布一组概念海报，冲
破、新生、希望的主题将人瞬

间拉回 1921这惊天动地的一年。

“从念小学开始就参观一大会址很多
次，但此时此刻站在这里，依然感受非凡。”

下转荩3版

■本报记者 钟菡

电影《1921》概念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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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献礼建党百年，集结实力派演员和优秀制作班底

《1921》在一大会址开机
讲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