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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
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
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中国人民
正意气风发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为推动人类
和平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这样
的丰功伟绩人民公认、举世瞩目。 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
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 根本在于习近平同志的掌舵
领航，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民进安康
市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更加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以“四新”“三好”为
指引，紧紧围绕中共安康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切实加强调研，积极建
言献策，全面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
安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民进力
量。

乔永信 农工党安康市委会主
委 中共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习近
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站在民族复
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科学谋划
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提
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 、新举措 ，
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纲领性文献。 农工党安康市委
会要把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
为当前及今后首要政治任务， 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二十大确
定的伟大战略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中共二十大提出的重要目标
任务上来， 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 持续提升履职尽
责能力， 为谱写安康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赵明莉 九三学社安康市基层

委员会主委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的热盼中
开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
后迎来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习近平同志代
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报告，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指明了方向， 为未来
五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崭新篇章提供了行动纲领。 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九三学社
安康市基层委员会要把学习贯彻中
共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间内的一项最重要政治任务抓紧
抓好，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贯
彻活动，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
二十大精神上来， 牢牢把握政治方
向，不断提高五种能力，充分发挥界
别特色和人才优势， 为加快建成西
北生态经济强市和聚力建设幸福安
康贡献智慧力量。

马倩 安康市工商联（总商会）
主席（会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必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同志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
作的报告中指出，“毫不动摇鼓励 、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
市各级工商联系统及广大民营经济
人士对此感到无比自豪。 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
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 为新时代工商联事业发展
奠定坚实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着
眼于民营经济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和新的发展阶段， 把中共二十大报
告中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
论述，贯穿于全面落实 “两个健康 ”
工作主题的具体实践中，振奋精神、
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引导全市各级
工商联干部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马文艳 安康市科协主席 、无
党派代表人士 中共二十大是在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 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我将深
入学习好、 宣传好、 落实好大会精
神，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把
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同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结合起来、 同科学谋划全
市科协系统工作结合起来、 同提高
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结合起来， 不断
凝聚“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 ”的强大
力量， 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听
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践行“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新要求，积
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
场， 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争做科技创新的践行者、
科学发展的推动者、 科技知识的传
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努力为安
康建成西北生态经济强市插上 “科
技的翅膀”。

崔晓明 安康学院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 、 党外知识分子代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前进，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
加速跨越，实现了历史性 、整体性 、
格局性重大变化， 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 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
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奋斗
的方向。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任
务新要求， 广大党外知识分子要继
承光荣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
同行，凝聚智慧和力量，把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奋斗目标 ，面
向未来，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踔
厉奋发、 笃行不怠， 同心共圆中国
梦，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

（市委统战部供稿）

“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要理解把
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一重要要求，
为我们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
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
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
化和实践新要求， 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
探索和创新， 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取得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 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为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
性变革提供了科学指导， 必须长期坚持
并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系统阐明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就要站稳人民
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
中人民智慧， 形成为人民所喜爱、 所认
同、所拥有的理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就要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
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坚持对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
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出新的贡献；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就要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真理的精神
追求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
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以满腔热忱对
待一切新生事物， 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
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
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以新的理论
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就要
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 改革发展稳定
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
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
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就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

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
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必须坚持胸怀天
下，就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
展进步潮流， 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
切，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
献， 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
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推动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

“万物得其本者生 ， 百事得其道者
成。 ”对这 6 条，我们要在学习贯彻中认
真领会， 从而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
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
论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

实践没有止境 ，理论创新也没有止
境。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
史责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牢牢把握党的创新理论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华社评论员

一个人要何等坚韧， 才能在深山坚
守六十余载， 克服重重磨难， 创造 “奇
迹”。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把自己所
学回馈给群众。 ”这是张淑珍常挂在嘴边
的话。

1937 年，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女婴呱
呱坠地。

在那个年代，女子入学并不容易。 张
淑珍苦苦哀求，直到 12 岁时，父母才把
她送进学校。 一开始，张淑珍在班里成绩
排名倒数，但凭着一股拼劲，她成了村里
第一个大学生。

1957 年， 张淑珍离开家乡前往西北
农学院求学。 由于所学的是林业专业，张
淑珍到黄土高原上的靖边县实习。 在治
沙种树的 200 多天里， 她住在简陋的土
窑中，风沙让这个年轻的女孩更加坚韧。

1961 年，张淑珍毕业后，被安排到商
洛工作。 得知要去山区， 张淑珍没有退
缩， 她服从组织安排， 一头扎进秦岭深
山。

山脉连绵起伏看不到头， 山路蜿蜒
崎岖、险象环生，就这样，张淑珍坐在拖
拉机里摇摇晃晃地走了一天。

一到商南县， 张淑珍顾不上路途艰
辛，立即开始下乡调研。 她看到这里的群
众日子太苦，平时连饭都吃不饱，就下定
决心，要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我在安康看到有群众种茶卖钱，咱
商南能种吗？ ”张淑珍心想，商南要是种
上茶叶，村民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1962 年开春，张淑珍申请了 10 公斤
茶籽。 之后的 5 年间，她天天往苗圃跑，
耐住性子，一遍遍地尝试播种、育苗，想

方设法把茶苗种成功。
“你一天在乱搞啥？ 地里茶苗到底能

不能活？ ”时间久了，有人开始质疑。
直到 1967 年，苗圃终于采到第一批

茶。 手捧着来之不易的茶叶，张淑珍欢呼
雀跃，商南可以种茶！

197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淑珍参
加了省上考察团，去浙江绍兴学习。 在那
里，她看到成片的茶园，当地村民因茶而
富，她觉得，商南也可以规模种茶。

满怀着希望，张淑珍回到商南，说干
就干。 1971 年春节，她带领群众开垦荒山
草坡，种茶籽，大张旗鼓建起茶园。

看着茶苗一天天长大， 张淑珍信心
倍增。 然而有一天，她去茶园检查时，突
然发现有片地里的茶苗被拔光， 种成了
庄稼。

“种茶能当饭吃吗？ 等着你的茶，要
把我饿死。 ”一位村民跳出来说。

辛辛苦苦管护的茶苗被拔了， 张淑
珍心在滴血。

老天爷也来“捣乱”。 1976 年 11 月，
商南遇上零下 8 摄氏度的低温天气，当
年种植的茶苗全被冻死。

接连的打击让张淑珍心情沮丧 ，甚
至打起了退堂鼓。

爱人焦永才鼓励她：“这回失败是天
灾，不是你的错，别灰心。 ”县上也继续支
持种茶，这让张淑珍重拾信心。

短短几年， 商南建成茶场 36 个，开
荒种茶 2 万余亩。 一盆茶叶鲜叶能换一
袋面，茶叶的收益有了，大家的种茶热情
也高涨起来。

眼看茶园发展越来越好， 不幸却降
临到张淑珍身上。

1989 年，张淑珍被查出身患癌症，做
完手术在医院住了 3 个月。 彼时，正值种
茶高峰期， 张淑珍还一直放心不下商南
县茶业站的工作。

有一天， 副站长刘保柱带着同事去
看望张淑珍，刚走进病房，她就坐起身急
忙问道 ：“茶籽发放了吗 ？ 地块选好了
没？ ”看着眼前因为化疗，头发、眉毛都掉
光的老站长还在关心工作， 刘保柱眼眶
瞬间湿润。 他心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
这份工作。

眼看身体刚有好转， 张淑珍就要出
院，一心想去茶园看看。 儿子焦岩飞急忙
出来阻拦：“你现在还需要静养， 先别操
心地里的事。 ”但张淑珍执意要去。 实在
没办法， 焦岩飞只好和姐姐搀着母亲一
起上山。 焦岩飞觉得，种茶是母亲忙了一
辈子的事，因为精神支柱不倒，她才战胜
了病魔。

1994 年，张淑珍又遇到人生另一个打
击，爱人焦永才被查出肝癌晚期。张淑珍陪
老伴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 79 天。 “你一
辈子把种茶这一件事做好就行。 ”临终前，
焦永才给张淑珍留下的一句话， 支持她走
到了今天。

农村出身的张淑珍， 选择用林业专
业反哺乡村；平原上长大的她，在山区奉
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淑珍始终践行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用种茶带领群众过
上好日子。 这种朴素的追求一直激励着
她， 让她在历经人生的数次磨难之后依
然坚韧， 在商南这块土地上日复一日地
坚守。

（来源《陕西日报》）

“茶奶奶”的创业传奇：从一片叶子到十二亿元
———记“三秦楷模”张淑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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