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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史学
习教育，“根”在把牢政治定位，“贵”在学深悟透，“重”在
知行合一。江苏公安机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工作目标，引导全省公安民警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
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以维护平安稳定、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
业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传承红色基因，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切实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公安队伍向党而生、为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建，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对党忠诚、敢
于斗争、勇于奉献的红色基因始终未变。全省公安机关和
广大民警牢牢把握公安姓党这一根本政治属性，把对党忠
诚作为公安队伍的生命基因和血脉灵魂，始终不渝听党话、
跟党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践行“两
个维护”，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大力加强公安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始终做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
志为意志，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捍卫政治安全这一生
命线，把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发扬斗争
精神，提高斗争能力，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
卫者。

牢记初心使命，矢志践行公安为民宗旨。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长期以来，江苏公安机
关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忠诚履行保安全、护稳定、促
发展各项职责，推动打造群众安全感强、认可度高的平安
江苏。全省公安机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全力防控各类安全稳定风险，着力强化
公共安全监管，重拳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
不断提升公安政务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公安队伍教育整
顿，努力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
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激励担当精神，开辟江苏公安发展新局。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
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
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我省在政治安全、社
会稳定、安全监管和疫情防控等方面，面临的风险挑战尤为
突出。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站在“十四五”开局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起点上，要时刻心
怀“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分
析大局大势，深刻把握规律特点，坚持以公安工作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为主线，以构建体现时代特征、实战特点的现代
警务体系为主题，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深入实施以创新、主
动、融合、智慧、规范、精准“六大警务”和砺剑、织网、护航、
强基、靖网、铸警“六大工程”为主体的“六六战略”，着力提
高核心战斗力，全面提升警务实战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平
安江苏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一百年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江苏公安机关将在学习党的光辉历史中
砥砺初心，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中践行使命，以维护安全稳定的新业
绩、从严管党治警的新成效、党和人民满意的新形象庆祝建党100周年！

（作者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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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海琴

肩负使命：树不种活不下坝

塞罕坝海拔在1010米至1939.9
米。尽管已是6月初，记者穿着单衣来
到这里，第一感受就是风大、寒冷，套上
秋衣秋裤，穿上羽绒服，才勉强能上山。

“我们这里气候非常恶劣，无霜
期只有 64 天，冬天最低气温零下
43.3℃，你看这些树也就吐绿十来
天，一年只能长10厘米。”塞罕坝机
械林场第三代务林人袁中伟一边介
绍，一边在陡峭的斜坡上巡查着刚栽
下的树苗。30厘米高的小树苗几乎
是种在石头缝里，树坑边布满了大大
小小的石块，为减少水分蒸发，植树
时在树根处覆上一层薄膜，袁中伟正
在逐个检查覆膜情况。

这些刚种下的小树苗，是对第三
代务林人的考验，它们被种在坡度
20度以上、土质只有10厘米厚的石
质阳坡上。这是整个林场最后一批
150亩的攻坚造林，也是塞罕坝59
年植树造林以来最难啃的“硬骨
头”。“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和黑土就
靠人工背、骡子驮，骡子都摔死了两
头。”袁中伟手捂着被风沙吹裂的嘴
唇说：“塞罕坝人有个传统，困难面前
不低头，树不种活不下坝。”

“树不种活不下坝”，从1962年
第一代务林人开始，已融入每个塞罕
坝人的血液中。

历史上，塞罕坝水草丰沛、森林茂
密，清朝康熙皇帝在此设立了“木兰围
场”。清末，为弥补国库空虚，同治皇
帝宣布开围垦荒，此后，树木被大肆砍
伐，原始森林逐步退化成沙地荒原。

沙地与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
里，平均海拔1500米，而北京平均海
拔仅40多米。西伯利亚的风裹挟着
浑善达克的沙，仿佛站在屋顶向院里
扬沙一样长驱直入北京。上世纪60
年代初，国家下定决心建一座大型国
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塞罕坝
机械林场由此成立。

1962年，369人肩负使命，或坐
车，或骑马，或徒步，豪迈上坝。他们
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上坝时平均
年龄不到24岁，有127人是刚走出
校园的大中专毕业生。

第一代务林人、“六女上坝”的发
起人——78岁的陈彦娴老人回忆起
坝上的艰苦条件还历历在目：“上山造
林没水喝，满嘴起泡，嘴唇干裂，张不
开嘴。我们只能把干粮掰成小块儿往
嘴里塞。一天下来，满身满脸都是泥，
不说话分不清谁是谁……”“冬天得穿
着棉袄棉裤、戴着皮帽子睡觉，早上起
来，眉毛、帽子上一层霜……”

放弃高考，从大城市来到苦寒之
地，时年19岁的陈彦娴从没动摇过，
一直在林场干到退休。“党和国家交
给我的任务就是在这里种树，树不种
活不下坝，就是这么简单。”

把树种活很难吗？
塞罕坝的历史告诉我们，真的很

难。1962年，第一年造林千亩，成活
率不到5%；第二年再造1240亩，成
活率不到8%。

大家顶风冒雪、夜以继日，反复试
验改进机械，一块地一块地调查，一棵
苗一棵苗分析，终于培育出了适合塞
罕坝本土的树苗——“大胡子”“矮胖

子”，并研发出高寒沙地“三锹半”植树
法。1964年春，全场党员干部职工齐
聚马蹄坑挥汗如雨，饿了就着雪水啃
冰冷窝头，大干三天，造林516亩，成
活率达到90%以上，终于获得成功！

然而，创业的过程充满坎坷。
1977年，林场遭遇严重的雨凇灾害，57
万亩林地受灾，20万亩树木一夜之间
被压弯、压折，林场十多年的劳动成果
损失过半。陈彦娴还记得“当时我们一
夜未眠，听到外面的树木咔咔折断，心
都碎了！”1980年，林场又遭遇百年难
遇的大旱，又有12万多亩树木被旱
死。但塞罕坝人没有被击垮，他们依靠
自己的双手，重新造林，从头再来。

“如果说眼里的塞罕坝是绿色的，
精神里的塞罕坝则是红色的。”塞罕
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说。为了这片
绿水青山，半个多世纪来，几代塞罕坝
人植绿不息，有的因公殉职，有的终身
残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
孙。他们用忠诚和执着凝结出塞罕坝
精神，创造了“沙地变绿洲，荒原变林
海”的人间奇迹。

泽被后世：种下绿色收获未来

如今，穿行在塞罕坝林场，阳光
洒满林间。高天流云下，一行行、一
排排落叶松、云杉、樟子松，像挺拔的
卫士，傲然矗立，铸就了塞罕坝一望
无际的“绿色屏障”。

卫星云图上，塞罕坝是一弯深深
的碧绿，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紧
紧地扼守在内蒙古高原黄色的浑善
达克沙漠南缘，为京津地区竖起一道
天然的屏障。

“人工造林和原生树林不一样，
你看远处那些深绿色，整整齐齐的就
是咱们人工种的。”陈智卿指着远山
介绍说。

赓续传承，经过三代人不懈努
力，塞罕坝机械林场林地面积由建场
前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
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成为世
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据中国
林科院评估，塞罕坝的森林生态系
统，每年提供着超过142亿元的生态
服务价值，泽被京津。每年为滦河、
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1.37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西湖的
体量。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81
万吨，释放氧气57万吨，可供200万
人呼吸一年之用。

不仅如此，森林还调节了小气
候，与上世纪60年代建场初期比，塞

罕坝每年无霜期由52天增加至64
天，年均大风日数由83天减少到53
天，年均降水量由不足410毫米增加
到460毫米。上世纪50年代，北京
年平均沙尘天数为56.2天，近年，北
京春季沙尘天数减少七成多。

盛世兴林，泽被后世。
2017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
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
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
展的塞罕坝精神。

对于塞罕坝精神，陈智卿有自己
的理解，“牢记使命是内核，艰苦创业
是底色，绿色发展是追求。塞罕坝人
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一种信
仰、一种精神，是几代塞罕坝人用心
血、汗水，甚至是生命凝结而成的。”还
记得老场长张启恩作业时从拖拉机上
摔下来一生与轮椅作伴，却在煤油灯
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高寒沙地造林》
专著；老书记王尚海携年迈的老父亲
举家从承德搬到坝上，去世后他的骨
灰撒在马蹄坑，永远与松林相伴。

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也获得世
界赞誉。2017年，中国塞罕坝林场建
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陈彦娴老人作为代表
前去领奖并发表了演讲。她深情地对
着全世界说出中国的生态理念：“种下
绿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能够
收获未来！”

守望传承：滔滔林海百万兵

雨后的塞罕坝，云蒸霞蔚。沿着
盘山路蜿蜒向上，驱车半小时，在崇
山峻岭之巅，记者来到海拔1731米
的莫里莫望火楼，瞭望员孟庆林、董
建芹夫妇已在此坚守了18年。

“每天的工作是瞭望林子、观察
火情，每隔 15 分钟跟场部汇报情
况。”孟庆林笑着说，黝黑的脸上两块
森林红在阳光下尤其灿烂。作为林
二代，2003年夫妻俩听从组织的安
排，分配到望火楼，从此15米高处4

平方米的瞭望间就是他的工作室，一
台望远镜，一台电话机就是他的武
器，日夜守护着林海潮起潮落。从前
条件差，没水没电没路，冬天抱着取
暖器都还生了满手满脚冻疮。

创业难，守业更难。森林最怕的
就是火灾，林场在人迹罕至之地，设
置了9处望火楼。从3米高的窝棚到
15米的高楼，伴随着一片一片树林的
长大，望火楼也不断“长高”，并创造
了50多年来林场“零火灾”的奇迹。

18年来，老孟已练成了火眼金
睛，通过望远镜里的距离长短他可准
确地判断出实际距离。有一次他在
望远镜里看到50公里以外的锥子山
旁边有一处烟，根据判断应该就是离
锥子山10公里外的村庄起火，防火
队过去以后发现果然有火情。

点将声声随云去，滔滔林海百万
兵。

透过望远镜，老孟看着身边的小
树苗一天天长大，变成了参天大树；
透过望远镜，老孟看着森林绿屏越来
越大，裸露的沙地慢慢打上绿色的补
丁；透过望远镜，老孟看着华北大地
乃至中国的绿色版图正在不断绵延；
透过望远镜，老孟也看着绿水青山正
在变成金山银山，坝下周边地区的旅
游火了，场里生态产业兴起，大家的
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更大的绿色奇迹，还将在这座美
丽的高岭上继续上演。

扎根美丽高岭扎根美丽高岭，，书写绿色奇迹书写绿色奇迹
—— 探寻塞罕坝荒原变林海背后的探寻塞罕坝荒原变林海背后的““精神密码精神密码””



北京往北，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有一片
140多万亩的人工绿廊，这里森林草原交错相连、河流湖
泊星罗棋布，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
的海洋”。

她就是塞罕坝，蒙古语的意思“美丽的高岭”。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这里是京津地区重要的

生态屏障，南下的浑善达克沙地风沙到这里便被挡住。

6月初的塞罕坝满目绿意，松涛阵阵。很难想象，59
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
而这正是三代塞罕坝人，用自己的拼搏和奉献，用超乎想
象的牺牲和意志，书写的绿色奇迹。

岂曰无碑，山河为证；岂曰无声，林海即名。穿行塞
罕坝，我们走访一代代务林人，寻求荒原变林海、沙漠成
绿洲背后的“精神密码”。

在进出塞罕坝林场的盘山路
上，有一处观景台，在这里可俯瞰
塞罕坝林场的风貌。卖山货的满
族大叔王忠国，在这里“站”了 16
年，满脸黝黑。50多岁的王大叔，
拍视频、剪视频、延时摄影、发抖
音，玩得很溜。他说这里太美了，
忍不住就想拍，拍了以后就想分享
给大家。现在的他俨然成了这里
的“旅游大使”，在社交平台发布一
年四季塞罕坝不同的美景。

无独有偶，采访完的第二天，
莫里莫望火楼55岁的老孟也给记
者发来一段延时视频，蓝天下白云
悠悠飘过，仿佛电影画面。老孟在
山里驻守18年，因为太过寂寞，自
己倒腾起摄影摄像，他打趣地说，

这也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伟大往往与艰难共生，苦难总

能开出艺术之花。对，就是这种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整个塞罕坝的采
访过程中深深感动着我们。由于长
期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塞罕
坝机械林场第一代职工平均寿命仅
52岁，但是他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却写下了这样的打油诗：“渴饮沟河
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
草窝间……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
变。”听从党的安排，满怀豪情地干
着自己的事业，笃定信念，执着坚
守，这才成就了塞罕坝的传奇。

就像第一代务林人代表陈彦娴
老人所言，我们一辈子就做了一件
事，种树，最后成功了，如此而已。

伟大往往与艰难共生

记者手记 >>>

塞罕坝望火楼 余勤雍 摄

陈彦娴老人近照 余勤雍 摄

陈彦娴（后排左一）上坝前与朋友们合影

▶上接1版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惊天动地，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夺
取胜利、创造奇迹的根本保证。

黄莉新指出，举办此次书画展是省
政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一项重要活
动。本次展出，作者包括历届全国省市
县政协委员中的书画家、书画爱好者以
及社会各界人士，共155幅作品入展。
展出作品笔力遒劲、技艺精湛、饱蘸深
情，从人民政协的视角，围绕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故事，抒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礼赞。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我们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
百年党史中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前行动力，主动
担当作为、积极开拓进取，不断开创新
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为扛起“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新使命，谱写

“强富美高”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政
协智慧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阎立主
持开幕式。副主席、党组成员周继业，
老领导顾浩、王荣炳、孙安华、武继烈、
张九汉、陈宝田，秘书长、党组成员黄继
鹏，以及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六巡回指
导组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上接1版 内忧外患、四分五裂，各
种政治力量轮番登场，各种主义思潮
纷纷亮相，都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从众多政
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带领人民得解放、
民族得独立、国家得富强。马克思主
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
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犹如一束光，冲破了黑暗的夜空，照亮
了中国的未来。

历史有时看似巧合，实则有迹可
循。马克思、恩格斯曾科学预见“中国
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
新中国取了亮丽的名字——“中华共
和国”。从遥远西方传来的火种，之所
以能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共产党宣
言》中的美好设想，之所以能在中国成
为现实图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
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
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
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
前沿。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
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全面系统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
跃。党的百年历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伟大进程相互交织、相映生辉。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1919 年元
旦，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出俄国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
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
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
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920
年，陈望道在偏僻的柴屋里集中精力翻
译《共产党宣言》，他是如此投入，以至
于蘸着墨汁吃粽子也觉得那么香甜！

风从东方来，万千气象新。穿越百
年风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历久弥
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
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不断开
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
真理的光芒更加闪耀，真理的味道更加
甘甜。

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