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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红色根脉”挺起精神脊梁

6月22日，延安市八一敬老院党支
部组织革命老战士代表和党员干部赴
延安革命纪念馆，开展“喜迎二十大 红
心永向党”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观看红
色展览、重温入党誓词和过“政治生
日”，进一步激发政治热情，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该院“喜迎二
十大 红心永向党”庆“七一”系列主题
活动之一。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
该院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红心永向党”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
通过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过好一次政治
生日、参观一次红色展览、观看一场红色
影片、举办一次红色宣讲、组织一次志愿
服务、开展一次走访慰问“七个一”活动，
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作奋斗动力。

市八一敬老院党支部立足延安丰
富的红色文化及敬老院自身的“红色资
源”，坚持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
魂，用红色党建托起幸福“夕阳红”——

利用延安红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
和休养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
活动，到枣园、杨家岭和梁家河等地进
行学习实践，在《为人民服务》讲话台前
重温入党誓词；每逢清明节和烈士公祭
日，组织开展祭扫英烈活动，牢记先烈丰
功伟绩；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养老护理职
业技能培训和竞赛贯穿工作始终，形成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在多形式、多举措的学习教育活动

中，革命老战士学党史激情不减，青年
党员倍加珍惜幸福生活。大家纷纷表
示，要立足岗位、接续奋斗，牢记初心使
命，守望精神高地，用延安精神服务好
革命功臣，全力打造八一敬老院红色养
老品牌，献礼党的二十大。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市八一敬老院党支
部围绕“争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双一
流光荣院”目标，按照“领导班子好、党
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群众反映好”标
准，不断加强党支部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带领干部职工
凝心聚力、创新服务，科学践行“全心全
意服务革命功臣”政治责任。

为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该院党支部按照“党支部统一
安排，党小组组织活动”原则，成立4个
党小组，实行“党小组+”工作模式，推动
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时，
积极打造“党建文化宣传阵地”，认真开
展“党员服务承诺践诺”活动，做到知信
行统一、学思用贯通，切实筑牢服务革
命功臣的思想根基。

服务细致贴心 铸就“幸福之家”

“政府关心我们，工作人员细心照
料，让我们这些老兵在这里生活得很温
暖，很幸福。”谈到如今的生活，年逾九
旬的老战士同景飞感慨地说。

由于多数在院休养老人肠胃功能
减退，且口味各异。如何安排伙食历来
都是敬老院比较费心的问题。

为了给老人们提供可口的饭菜，市
八一敬老院党支部精心安排营养食谱，
坚持做到一周用餐不重样。每逢元旦、
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党员干部
下厨房包饺子、包粽子等，让老人们在

享受可口饭菜的同时，感受到家一般的
温暖，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在市八一敬老院，由党员职工精心
开辟的种植园，成为不少老人最喜欢去
的地方。他们在愉快的劳动中相互交
流，增进感情，也能分享收获的喜悦。
这已成为院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丰富老人的日常生活，市八一敬
老院党支部根据老人兴趣爱好，组建了
秧歌队、合唱团、书画组、器乐演奏组和
手工制作组等多种兴趣小组，安排有专
长的职工有计划地进行辅导，培养兴趣
爱好，发挥才艺，展示特长。

多年来，该院党支部坚持开展“一
对一”帮扶老人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和
老人们谈心聊天、沟通思想。护理人员
精心照护老人的生活起居，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更是给予特殊照顾，让在院休养
的老人处处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人般
的照顾。

96岁的老八路梁克兴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就是：“敬老院的职工都是我
的儿女，这里就是我的家！”

挖掘“红色宝藏”薪火代代相传

“红色故事”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抢救和挖掘红色素材是敬老院党员干
部的使命和责任。在院休养老红军、老
八路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红色资源”不
可再生、弥足珍贵。

为了抢救保护这些红色记忆，全力
打造弘扬延安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市八一敬
老院党支部成立了口述历史整理小组，
通过交流、座谈、录音录像，建立口述历
史档案资料，聘请专家指导把关，编撰
口述历史，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宝贵资
源。

4月15日上午，市八一敬老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薛莉一行来到志丹县，看
望寻访曾跟随刘志丹闹革命，参加过瓦
子街战役、宝鸡战役的老红军刘景亮。
老人家虽然 98岁高龄了，但讲起自己
的革命经历，唱起当年的战斗歌曲，立
马来了精神，眼神中流露出一股军人的
刚毅，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为挖掘整理红色资源，赓续党的红
色血脉，薛莉多次带领支部成员前往子
长、志丹、宝塔等县（市、区），上门寻访
健在的老红军，用相机留下了这些革命
老战士们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该党
支部专门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平均年龄 91岁，每个人身
上都有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

6月29日，市八一敬老院党支部开
展“讲好红色故事 弘扬建党精神”主题
宣讲会。“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集中讲
述《活着的志愿军烈士——柴云振》《朱
德的大衣》《八子参军》等红色故事，为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质朴又厚重的“特
殊党课”，让党员干部接受红色洗礼，感
悟初心使命，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老红军、老八路都是身经百战、为
中国革命事业抛洒过热血的革命功臣，
是中国革命历史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
的活教材。该院党支部经常组织老人
们走进学校、军营、社区、机关、企业，讲
红色故事，发挥革命余热，做圣地延安
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宣传者。

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年的
奋斗目标，其中一项是要让“红色印记
更加鲜明”。市八一敬老院党员干部
将更加用心用情服务好革命功臣作为
使命责任，守好红色根脉，挺起精神脊
梁，把握时代要求，当好红色基因的传
承者、守护者，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如果说实现社会治理是在描绘一
幅美丽的画卷，那么以人为本就是这
幅画卷最温暖的主题，紧抓基层就是
在凸显这幅画卷中最浓厚的底色。

近年来，宝塔区南市街道办坚持
“起笔”组织建设、“运笔”网格管理、
“落笔”基层治理，不断深化城市党建，
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绘就幸福南市新
画卷……

“起笔”组织建设
让千万颗“真心”汇聚

“要发挥小区党支部、物业、业主
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在社会治
理方面释放正能量。”“如果能让执法部
门、法律法规援助等方面的力量真正发
挥作用，基层治理中的许多矛盾就能得
到妥善解决。”……5月6日，宝塔区南
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各社区
书记、主任、党建专干等30余人齐聚一
堂，就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进行
了座谈交流。在如火如荼的讨论中，基
层治理的道路越发清晰，“幸福南市”的
社会治理蓝图更加色彩斑斓。

根深才能叶茂，路正才能致远。
南市街道党工委“起笔”组织建设，不
断完善组织构架，积极探索具有可行
性的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让党建引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
的鲜明导向。

按照“区域统筹、融合联动、共驻
共建、协调发展”的思路，该街道深入
探索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区域大联建的党组织共建模式，横向打
通治理融合路径；把支部建在小区里、
网格上，形成“网格—楼栋—单元”网格
治理体系，纵向延伸网格工作触角，实
现了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党组织共建模式让基层治理有了
新的生命力，千万颗“真心”汇聚，共同
造福一方百姓。

在此基础上，南市街道党工委落

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
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全体党员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党旗是什么颜色的呀？”“党旗上
有什么呀？”……6月 28日下午，南市
街道凉水井社区内童声琅琅，该社区
正在开展“迎七一 童心向党”主题活
动。孩子们和党员、志愿者亲切互动，
了解党的光辉历程和光荣传统。

该街道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引导全体党员学好悟好用好党
史，提升思想感悟，筑牢为民初心。同
时，扎实推进在职党员双报到工作，促
使辖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八小时外作
用，共同创建现代服务、生态宜居、美
丽幸福新南市。

“运笔”网格管理
把温暖留在群众身边

近日，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

记、各社区书记、主任、党建专干等 30
余人深入辖区9个社区，开展“党建引
领网格化治理”现场会及座谈会。该
街道全体领导干部在实地观摩了各社
区基层党建工作的特色做法后，围绕
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格局，谈经验、
说亮点，找不足、补短板，进一步推进党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快步前行。

通过“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现场
会、“劳动实践基地”、“每月生日会”、

“每周健身日”、“周分享”等活动，以及
“小黑板工作法”“周计划工作法”“社区
故事汇”等措施，南市街道积极打造堪
当重任、团结奋进的网格队伍，提升干
部工作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立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南市街道党工委

“运笔”网格管理，坚持“网格化管理、
小单元作战”模式，积极开展疫情防
控、防汛排查、信访矛盾化解、电信网
络诈骗、养老服务诈骗、自建房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志愿者服务等各项工作，
用实际行动把温暖留在群众身边——

常态化组织网格员对区域进行拉
网式排查，发放搬迁通知书 220份，撤
离群众 98户，确保汛期居民人身财产
安全；利用网格微信群，推送疫情防控
各类信息，精准管控重点人员，监督网
格内社会面管控，确保疫情管控落实
到位；建立 101个网格反诈宣传群，帮
助 6766名居民下载“反诈APP”“火眼
云警”等，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对 1989
户自建房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录入陕
西省房屋综合管理平台 1989户；“360
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每周开展志愿服
务2次……

“由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社
区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希望下沉干部
积极投入网格内，协助社区开展疫情
防控。”今年 3月，为了助力社区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宝塔区南市街道七里
铺片区下沉党员干部积极深入网格区

域，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扎牢
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闸口。

下沉干部政策实施后，该街道在
原有 107个一级网格 107名专职网格
员基础上，实事求是、分析研判，进一
步细化、优化、实化网格。将网格划分
为322个二级网格，编入354名兼职网
格员（下沉干部），并详细绘制了街道
和 9个社区网格作战图，每个网格建
立微信联络群，每个小区单元楼设立
人员服务公示牌。

如今，居民不管大事小情都喜欢
到社区找网格员，一个个温情洋溢的

“小网格”让辖区变得更加和谐。

“落笔”基层治理
绘就幸福南市新画卷

“小区当前存在哪些问题？”“您对
社区在小区治理服务方面有什么建
议？”6月中旬，南市街道七里铺社区党
总支班子成员分头走进百合花园小

区，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
并解决了一批群众急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群众的
距离。

七里铺百合花园小区党支部以
“百、合、花、园”四项举措，发挥小区党
支部领导核心作用，使小区党支部成
为维护稳定的预警点、社情民意的收
集点、服务党员的联络点、社区工作的
延伸点，从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
理格局。

红色党课、矛盾调解、节日慰问、
环境整治、上门送学……在南市街道
杜甫川世纪花园小区，小区网格业主
委员会党支部以“助人为乐、苦中作
乐、寓教于乐、宜家之乐”四乐党小组
为支撑，形成“乐家园”的工作新模式，
打造“书香社区，乐居家园”,实现民生
服务多元化，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这是南市街道围绕“多方参与、共
同治理”的工作目标，引领多元共治自
治，提升基层治理的缩影。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
者。基层治理不单单是一方推动，同
时也需要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齐心
协力画出共同理想‘同心圆’。”南市街
道党工委书记孙霞说。

该街道党工委坚持社区党组织主
导，积极引领多元共治自治，引导多方
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让居民群众
对基层治理“可感、可得”，激发基层社
会治理新活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治理格局。

思想，在党旗下凝聚；力量，在党
旗下汇集。通过党建引领、夯实基础，
精准发力、多点突破，党员带头、多方
参与，南市街道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治
理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为实现宝塔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

红色党建托起幸福“夕阳红”
——记“市直机关五星级党支部”延安市八一敬老院党支部

记者 高乐

绘就幸福南市新画卷
——宝塔区南市街道办深化城市党建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纪实

通讯员 王雪 记者 高乐

在宝塔区枣园街道裴庄村，有一个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布局典雅的温馨家园，这里居住着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过的老
红军、老八路和老复员军人，以及以守护这些老人的衣食冷暖、身体安康为使命的一群人。这群人真情服务、用心关爱，用青春和汗水吟
唱着一支服务革命功臣的歌。他们就是延安市八一敬老院的党员职工们。

延安市八一敬老院是为老红军、老八路提供养老服务的公益机构。该院党支部始终秉承“红色养老、亲情养老、文化养老”的办院理
念，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强党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建好服务革命功臣的温馨家园，赢得了
广泛好评。先后荣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延安市先进集体”“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称号。今年6月，该支部被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市直机关五星级党支部”。

● 重温入党誓词

●
讲
红
色
故
事

●
﹃
敬
老
院
就
是
我
的
家
﹄

●“360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