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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党小组
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学习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根据

《区直社会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的要求，10月23

日，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党小组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学习会，非

党副会长和部分理事扩大参加，伏来旺会

长主持。

在学习会上，大家首先共同学习了

毛泽东1928年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和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7月16日《在内蒙古

自治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副会长

马冀、刘建禄、邢野、潘照东，秘书长韩

瑞峰，理事张俊义、赵俊峰、张红宇，会

□   都 兰

学习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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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提出“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毛主席带

头搞好调查研究，在井冈山时期写了很多

调查报告。三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实行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从士兵到总司令，官

兵待遇平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

胜一切敌人和各种困难。四是加强党的领

导，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地方党

组织，军队内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原

则。

今天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

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一直牵挂于

心，2014年1月，习总书记就来内蒙古考

察，今年7月再次来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十三届

全国人大内蒙古自治区代表，2018年3月和

今年3月已经两次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提出内蒙古要积极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

荣誉。同时，习总书记对文化建设也非常

重视，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中

指出，内蒙古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要

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挖掘、弘扬民族团结进

步思想内涵。联系我们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的具体工作，我们的初心就是传承敕勒川

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

员高景哲等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结合敕勒川文化

研究会的实际，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对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伏来旺作学习总结。

学习会上，大家对邢野副会长呕心

沥血为地方文化繁荣做出努力，今年被评

为第七届“感动内蒙古人物”称号表示祝

贺，一致表示向邢野学习。

副会长刘建禄发言摘要

今天重温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井冈山

的斗争》，对建党初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一是理想信念坚定。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提出“边界红旗子

始终不倒”，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胜利。二

是坚持实事求是。毛主席坚持从中国国情

出发，反对本本主义，重视调查研究，积

副会长刘建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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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内蒙古文化事业的

发展增添正能量，唱响主旋律，为内蒙古

建设文化强区多做贡献。

副会长潘照东发言摘要

今天的学习很有必要。《井冈山的斗

争》这篇文章，在《毛选》第一卷里有，

曾经不上一次学习、阅读。今天学习，又

有新意。

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好，面对新机

遇新挑战，要求内蒙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下决心把结构调整过来,促进地方经

济稳步提升；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稳定社会，解决

民生问题。

结合《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当

前工作的开展应实事求是，结合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理事张俊义发言摘要

今天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组织“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学习会很有必要。刚

才听了两篇学习内容，一篇是《井冈山的

斗争》，一篇是习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的

讲话。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在

写这篇文章时是红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

会书记，能给中央写这样的报告，反映真

实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这种精神，

对于我们现在的基层干部来说，是值得永

远学习的。

从土默特右旗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

的基层确实有很多困难，固然顶层设计是

重要的，但是因地制宜也是很重要的。像

毛泽东主席说的，某项策略不一定每个地

区都适用，要和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

潘照东副会长发言 理事张俊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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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与实际相

结合，根据实际情况，抓好落实。当前存

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就学习而学

习，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将实

际的工作与地方的实际情况以及指导思想

相结合，真正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做到实处，落到实处。

理事赵俊峰发言摘要

我在6月份的时候曾经学习过《井冈

山的斗争》这篇文章，当时开展了“关心

群众生活，转变党的工作作风”的学习活

动。通过结合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切实

开展了一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井冈山的斗争》

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强调对边区党组织要

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部队要坚

持“支部建在连上”和党代表制度。也说

明建党初期开始，党的初心就是要为人民

谋幸福。

我作为土默特右旗内蒙古敕勒川博物

馆的负责人，主要责任就是要服务好当地

群众。做好博物馆的系列展览、组织好具

体的社教活动，把我们的敕勒川文化传扬

好，弘扬好。

会员高景哲发言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何做

到，我认为：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党史、新

中国史和革命史，了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

的来之不易。从《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

作来看，我们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

民和革命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艰

辛的探索。在深入调查研究以后，写出了

这篇调研型的文章。我觉得调研工作十分

理事赵俊峰发言 会员高景哲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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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习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

结束时的讲话》中提出许多针对性特别强

的问题，这些问题抓得这么细，针对性这

么强，确实是调研考察工作做得很深入，

很扎实，才能对于整个地区提出如此正确

的指导意见。结合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

习总书记今年9月在全国各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各民族共同培

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时，对“昭君出

塞”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民族

团结和爱国主义这个角度肯定了王昭君的

历史意义。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顺势

而上，进一步宣传昭君文化，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目前已完成两件事情，一个

是酝酿好几年的昭君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其次是昭君文化网站开始运营。

副会长邢野发言摘要

当年毛泽东有一句话“中国最大的问

题是教育农民”，结合当前的实际，提高

农民的思想道德及文化素质对于提升全民

的道德文化素质至关重要，农民的思想道

德水平和觉悟逐渐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发展

的基础之一。我认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这个主题的学习，不光是党政机关单

位要认真学习，更应该将这一学习下沉到

基层群众当中，让全民都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

进，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人口不

0010

重要。另外，我认为读史书，搞调研，很

适合于我们每一位党员，尤其是搞调研，

要真正的到人民群众当中去体会，然后形

成自己正确的观点。读史书，能够了解人

们的过去，而调研可以了解当前人民的实

际情况。

副会长马冀发言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要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初心从共产

党建立之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至

到现在都不曾改变，并且越来越明确，越

来越鲜明。习总书记时时提醒广大党员干

部不要忘记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为什么

要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去努力，实际上最根

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习总书记

抓住了最根本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同时抓

好党员的教育工作，抓住党风廉政建设。

副会长马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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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局限于原来的地域，户籍制度的改革，

使城市当中的主流群体逐渐由外来务工人

员所替代，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了好日子。可以说，他们的到来，为城

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也正改变

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

的作用越来越大，试想有一日这些务工人

员离开，对于这个城市将会有多么大的影

响。据了解，在呼和浩特，出租车司机有

70%都是乌兰察布市人，我觉得由此延伸下

去，提升广大民众，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

的教育问题对于提升城市整体的文化素质

起着关键的作用。

另外应当做好基础文化建设工作，

从根本上提升地区人民文化水平。目前，

国家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自治区各委

办厅局、企事业单位，等都成立了相关机

构，那就是把这个编史工作作为一个常态

坚持下去。现在除了省、市、县三级方志

机构以外，许多乡镇苏木、嘎查都在编史

修志、编写年鉴。据我了解，各地财政尽

管再紧张，也要想办法解决方志出版的资

金问题。出版年鉴，这是对文化的重视。

方志、村史、家谱、年鉴等，都是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的范畴。现

在，内蒙古自治区对此相当的重视。

伏来旺会长总结发言摘要

研究会召开这个学习会，大家都感

觉收获很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

党中央习总书记提出的，意义深远。什么

叫“初心”？“初”就是开始、当初。初

心就是最当初是怎么想的。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是在上海和嘉兴的红船上，召开第一

次代表会议时候明确提出的：走共产主义

的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共产党员，

我们的初心是从入党宣誓那天算起，当我

举起拳头的时候，立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这一生要当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

服务。所以，我们今天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活动，要增强一个意识，搞清

一个关系。一是找回“初”，二是记住

“本”，搞清一个主题和主体的关系。

所谓找回“初”，就要回顾入党那一天

的誓词，与现在的自己对照。什么叫记住

“本”呢？共产党有思想路线、作风路

线、组织路线。任人唯贤是组织路线，联

副会长邢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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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群众是工作路线，实事求是是思想路

线。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本质的东

西。守住本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做事情。

我们今天选择《井冈山的斗争》这

篇文章学习，有一定意义。对于这篇文

章，我是第三次学习。第一次在“文化大

革命”后期，第二次是在2016年，读完这

篇文章之后，在我的专著《品味人生》当

中写过一段话。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

争》一文中，阐述了八个观点：一是指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调夺取政权单纯靠

宣传造势、搞学潮罢工不行，最终必须靠

武装斗争；二是强调党指挥枪，把武装力

量掌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层层建立共产

党组织，并派党代表到连队；三是提出建

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割据，积蓄力量，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四是根据地建在罗霄

山中段的井冈山为好，理由是地处江西、

湖南交界的两不管地带，国民党统治力量

薄弱，人民群众基础好，物产丰盈，可以

养兵；五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好革命队伍的

生存问题，让革命者有所得，“打土豪、

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民众参

加红军有了主动性；六是要增强部队的战

斗力，需激发仇恨，让穷人知道穷的原因

是受富人的剥削与压迫，要翻身获得解

放，必须打倒欺压他们的人，自己掌权；

七是从王佐、袁文才那里学到的“兜圈”

战术，总结提炼为“敌进我退、敌退我

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

八是红军必须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遵守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建立鱼水关系……但当时的党中央一些领

导人不认可这些好思想、好做法，认为是

“逃跑”“流寇”“土包子”“农民意

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度对此

   韩瑞峰秘书长在学习会上宣读《习近平
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伏来旺会长作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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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判，将毛泽东罢官。党内两种指导

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最终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全党的认

同。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更加深切地感受

到，什么叫“实事求是”。

人的一生有三个时期：一个是上学

时期，二是工作时期，第三是退休之后。

上学时期要不断的追求上进，要选定一个

方向，多掌握知识。工作以后，一是把牢

“定盘星”，二是锤炼“金刚钻”，三是

守护“传家宝”。退休以后，有三句话

值得认真研究并牢记，第一叫“大道无

为”，第二叫“事在人为”，第三叫“有

所作为”。大道无为，即讲遵从自然规

律。事在人为，即讲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有所作为，即力所能及再做一点事，我已

至古稀之年，组建研究会，意义在于“以

史为鉴，资政育人”，使我们的研究成果

可以教育后代子孙。在做研究工作时，一

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就是记住

了“本”。

这次学习叫做“主题教育活动”我

们要搞清楚主体与主题的关系。其主体是

9000万共产党员及全国人民。从我的角度

讲就是我自己，学习不是给别人看的，是

给自己学的，把“要我学”变成“我要

学”。学了就要用，不能学用两张皮。学

习要与工作相结合，那种一天到晚只会开

会不干活，只注重笔记，不注重实效，更

有打开手机走流量的学习，是典型的形式

主义。

我们通过学习，要进一步搞好研究会

的研究工作，努力做到老有所为。

理事张红宇发言

学习会上大家畅谈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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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

直播大会现场

8月25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

古社科联和内蒙古社科院联合主办的“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

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国宾馆举行。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应邀派专人参加

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邀请了来自社

科理论界的170多人参会，10位与会专家及

学者分别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维护社会主义稳定、改善民

生、弘扬蒙古马精神等方面进行了精彩发

言。通过从不同角度的解析、不同侧面的

论述，使广大社科界参会人员对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有了深刻体会与心得。会上，

专家们不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以切身实

际深入阐释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同时还

提出对策建议，充分体现了社科理论界在

学习研究、推动落实方面的示范作用。研

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文鸿主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会场

□   吴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