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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土路硬化了，路灯也安上
了，现在晚上出门舒心多了！”经过
“五一”假期的协调沟通、材料购
置、施工安装，5月 6日晚，康宁社
区裕华区的路灯终于亮了，在这
儿生活了近 30年的老住户们脸上
挂满了幸福的笑容。

裕华区是建于上世纪 90年代
初的一个以平房为主的居民小区。
近年来，随着县城一批批新式小
区的不断建设投用，该小区大多
年轻住户陆续迁入宽敞明亮的新
小区、新楼房，剩下的大多都是
老年住户。就因为这样，该小区
愈显老旧，路还是土路，也没有
路灯，一到夜晚，坑洼路，黑巷
子，人们出行很是不便。

今年，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已成为各级党组织的自觉行动。
前段时间，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
裕华区居民走了近 30年的土路终
于铺上了柏油，但住户还希望能
把路灯安上，让夜里出行更加方
便。可是，找谁解决呢？

就在此时，4 月初，新成立
的康宁社区，通过选举产生了首
届党支部委员会，正式开门服务
辖区群众。裕华区就在康宁社区
管辖范围内。于是，裕华区老住
户代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 4
月 28日找到了社区党支部书记韩
海东，并表明了来意。

群众利益无小事。刚上任的韩

海东热情接待了这些来访群众，了
解了他们的来意后，当即承诺，如
果情况属实，将会尽快解决。当天
下午，做事一贯雷厉风行的韩海东
就和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裕华区，实
地查看了解了群众所反映情况。

4月 29日，韩海东就召集两
委班子成员，讨论研究解决方案。
由于社区刚刚成立，除了刚选举产
生的班子成员，其他都还不太就
绪，要办成一件事情会面临着诸多
问题。“成立社区就是为群众服务
的，再说我们又是新班子，不能刚
上任就砸了自己的‘招牌’，失去
了群众的信任。”韩海东说。

4月 30日，韩海东按照班子
通过的方案就开始了行动。财务

不到位，就自己先垫资；技术不
到位，就向有关部门求援；时间
紧，就加班加点推进。第二天，
就是“五一”假期，社区工作人
员为了让群众早日用上路灯，放
弃休假，马不停蹄地深入社区征
求意见，规划设计安装方案，联
系购置路灯器具。同时，韩海东
亲自联系电力部门，争取到电力
部门最大支持。

在施工期间，裕华区群众掩
盖不住内心的高兴劲儿，一有空
就走出家门，需要帮忙了就搭把
手帮个忙，不需要帮忙了就凑个
人场儿，做一个家园变化的见证
者，场面甚是热闹。

节后第一天，5 月 6 日，当

崭新的路灯安装完毕、通电亮起
来的那一刻，围观的人群中迅速
掀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天，裕华
区居民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委
托居民代表向康宁社区手写了一
封题为 《康宁社区为居民办实事
三十年小区安上路灯》的感谢信。
“群众满意了，高兴了，我这颗心
也就踏实了。”韩海东由衷地说。

为群众安装路灯，只是康宁
社区为民办实事的一个缩影。该
社区虽然刚成立一个月，但在党
支部书记韩海东的带领下，已经
着手开展了进小区开展志愿服务、
入户核对群众和党员信息等工作。
康宁社区党支部正在新的舞台上
展现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风采。

老巷子亮了 老住户笑了
———康宁社区为群众办实事侧记

焦红星

5 月 7 日，我县组织全县广
大党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党徽添光彩———以实际行动
迎接建党 100周年”主题党日活
动。主题党日第一项议程为党员
交纳党费，第二项议程为各级党
组织围绕主题开展活动。活动通
知指出，全县各党支部要按照
《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
为党徽添光彩———以实际行动迎
接建党 100 周年”活动的通知》
要求，组织党员以“问民需、解
民忧、济民困、帮民难、暖民心”
为主题，立足本职、履职尽责，
亮明身份、走访群众，扶危济困、
奉献爱心，月行一善、化风成俗，
推动党员干部强化党员意识，坚
守初心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展现党员干部的

良好形象。县委办、人大办、政
府办、政协办、纪委监委、县委
组织部、宣传部、网信办、县委
党校、司法局、公安局、财政局、
人社局、农业农村局、南赛乡、
大孟村镇以及各村党支部等全县
各级党组织纷纷按照要求，积极
开展本月主题党日活动。

5 月 9 日，母亲节当天，内
丘县妇联特意邀请内丘县妇幼保
健院到北永安省级示范妇女之家
开展生殖健康讲座及“两癌”筛
查，为这些农村母亲送上健康大
礼包，活动现场，内丘县妇幼保
健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石桂敏为
适龄参检女性开展妇幼健康知识
讲座，普及“两癌”筛查和婚检、
孕检等国家妇幼惠民项目相关知
识。讲座结束后，这些母亲还围

着石院长咨询一些个案问题，她
不厌其烦地为群众解疑释惑，力
争达到大家的满意。参检的这些
乡村母亲纷纷表示：县里的医生
能到家门口给我们免费做检查，
还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健康保健知
识，使我们懂得了“健康是 1，
如果没有健康这个 1，后面再多
的 0也没有意义”的道理。

5 月 4 日，新西关小学党支
部赴新河县参观董振堂纪念馆，
党员和学校部分骨干教师参加活
动。活动中，首先在振堂广场由
支部书记李宏英领唱《团结就是
力量》；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集体宣誓结束后，大家怀
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董振堂事迹
陈列馆。数十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生动详实的图片图表，集中展示

了董振堂将军从领导宁都起义、
保卫苏区、参加长征到西征路上
的不朽奇功，他的光辉事迹历历
在目。在场的同志们都深刻感受
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顾全大局、
坚决革命的理想信念。通过此次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大家重温了
红色历史，提升了思想境界，增
强了党性修养，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充分发扬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
为教育事业而不懈奋斗。

近日，内丘法院召开便民利
民十件实事推进会。会议逐项调
度了十件实事的工作进展情况，
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
确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把实
事办实，好事办好，兑现对人民
群众的庄严承诺。范卫清院长要

求，责任部门在工作中要自觉接
受监督、认真严肃对待便民利民
十件实事，保证工作质量、保证
工作进度；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
度，认真做好便民利民十件实事
项目各项工作，确保把实事办实，
好事办好，兑现对人民群众的庄
严承诺，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
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内丘县税务局团支部组织青
年干部代表 10余人前往王胜纪念
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活动通
过参观王胜纪念馆、面向党旗宣誓
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团员青年
干部学习王胜同志艰苦奋斗的精
神，激发青年同志使命担当。

我县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河北日报讯 我自从‘九一
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
战之后，悲愤交集……仓卒离家，
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
……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
在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读着
高捷成烈士 1937 年写给家里的一
封信，记者被他的一腔热血感动得
心潮澎湃。
 从 23岁参加红军，到 34 岁对
敌突围牺牲，作为党的金融事业的
奠基人之一，高捷成在有限的生命
历程中创立了红军会计工作制度，
创办了冀南银行，为革命的“枪杆
子”提供“钱袋子”支持。

 邓小平曾说，“高捷成同志
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损失”。

 4 月 21 日，记者循着家书向南
1700 多公里，来到高捷成的家乡福
建省漳州市。九龙江畔、圆山脚下，
煮水、泡茶，高捷成的长孙高庆麟用
当地传统待客方式迎接记者，展示

了这封珍藏多年的家书。
 一张泛黄的宣纸上，勾勾画画
写满了字，落款处的红色印章已褪
色。纸张外缘卷起的线头，说明这
封信曾裱在布上，被一遍又一遍地
翻看。

 “从记事起，爷爷在我脑海里的
印象除了一张照片外，还有这封奶
奶用布头一层层包裹的家书。”57
岁的高庆麟说，“这封信承载了全家
人对爷爷的念想，是我们的‘传家
宝’。”

 1909 年，高捷成出生在一个
手工业者家庭，少年时常与进步学
生一起讨论时局、参与革命斗争。
为“读书救国”，他在大革命失败
后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

1932 年，红军攻克漳州，已
回乡工作的高捷成欣喜万分。为支
持革命事业，他四处奔走为红军筹
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人脉关
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漳州筹集资
金 100多万元。

 “爷爷的才能得到了红军的重
视。动员之下，他决定随红军前往
瑞金。但这一走，不仅留下了结婚

一年多的妻子，刚满三个月大的儿
子，还有一笔不小的欠款。”高庆
麟说。

 为什么会有欠款？面对记者
的问题，高庆麟缓缓讲述。

 原来，高捷成从未停止革命
救国。为帮助当地游击队购买武器
和药品，高捷成不仅花光了自己的
工资，还想尽办法筹钱资助，前后
有 2万多元。

 高捷成离开不久，讨债的人
便找上门。为了还债，高家变卖了
经营的鞭炮厂以及所有房产，但这
还是不够。高庆麟说，当时全家人
省吃俭用，奶奶还接下了很多份手
工活，常在油灯下熬到后半夜。

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
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
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
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离家五年后，高捷成在延安寄
出第一封家书，特意提起这笔欠款。

 “在家人的努力下，欠款最后
还清了。”摩挲着书信上的字，高
庆麟百感交集，“爷爷在信里称自
己是‘不肖高家浪荡子弟’，希望

得到原谅，其实家人从不怨恨他，
只盼他‘救国’后早点回家。” 

但最终，也没等来团聚。 
“七七事变”后，转战华北的

高捷成在太行山区创办冀南银行，
并担任首任行长，与敌人展开金融
战。艰难条件下，高捷成与银行业
务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账，保障
了军需民用，巩固了根据地经济建
设，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3 年 5 月 14 日，前去布
置货币斗争任务的高捷成一行在邢
台市内丘县白鹿角村遭遇日军突
袭。为保护机密文件，掩护战友突
围，高捷成不幸牺牲，年仅 34岁。
“他牺牲的消息，家里人到

1951 年才知道。”高庆麟说，可能
爷爷在参军时特意错写了籍贯，
“信里信外，他始终惦记着家人。”

“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
阻！”再次读起眼前这页泛黄的信
笺，记者仿佛看到国家危难之际，
一名青年踱步九龙江边，在家与国
之间作出抉择。

 临近中午，采访暂告一段落，
高庆麟告诉记者，下午要在单位组
织的党史学习中讲述爷爷的革命事
迹。虽身死冀西，但高捷成的革命
事迹仍在家乡闽南传颂着。

 从漳州出发不到 1 个小时，
便到达鹭岛厦门。在高捷成求学过
的厦门大学，记者看到他的这封家
书被仔细装裱，挂在经济学院大楼
的走廊上，供来往师生阅读、瞻仰。

 “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
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
……”读起这份家书，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教授不无感
慨，“高捷成在金融方面所作的贡
献，无论对当时的根据地经济建
设，还是对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
立，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
革命经历，正体现了学校‘爱国、
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
 近几年，学院通过重走高捷成
革命之路、以高捷成事迹作为开学
第一课等方式，追忆着曾经的校
友。珍贵的红色基因，在广大青年
学生中薪火相传。

 4 月 22 日，记者再次采访高
庆麟。沿街而行来到漳州古城，文
庙、石牌坊、闽南骑楼……曾经的
老街，如今已经成为“网红”旅游
地。江风吹拂、绿树摇曳，人们徜
徉其中，悠闲惬意。

 走到一个小区外，高庆麟指
着不远处高耸的棕榈树说，那片就
是他祖父出生的地方。“以前这里
都是平房，房前的路还没现在一半
宽，现在真是变得越来越美了。”
 “昨天下午在单位念到那封家
书时，很多人掉了眼泪，我也很感
慨。”高庆麟说，“很想告诉爷爷，
现在国家的变化有多大，他曾为之
奋斗的金融事业，也已长成参天大
树，垒起万丈高楼。”

来源：河北日报

高捷成烈士 1937 年与家人书 --

“救国才能救家，国亡家安在”
党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