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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综 合
COMPREHENSIVE NEWS

◎新华社评论员

◎张文丽 杜 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坚

持以深学促实干，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有的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把群众反映的

“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有的组建志愿

服务小分队，把“等群众上门”变为“送服务

上门”；有的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让群众办

事更便捷……一系列立足实际、服务群众的

有力举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让广大

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也要让群众受教

育、得实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学习党

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

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彰显百年大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新征程上每一个共产

党人肩负的使命担当。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回望百年，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始终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最关

键的是始终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

奋斗，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李

大钊“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价值追求，到焦

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的公仆情怀；从孔繁森“苦乐桑梓在高原”的

赤子之情，到黄文秀“坚持战斗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的责任担当，一代代共产党人所付

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

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党的

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宝贵启示，始终站稳群

众立场、树立宗旨意识，保持初心不改、志向

不移、本色不变，在顺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

福祉的实践中，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崇高境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就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党员干部要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急群众

所急，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回应

“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

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

养老等方面民生问题。干事力度关系民生温

度。要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

招，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纠纷矛盾，不断

通过化解民生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让群众

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开门问

策、问需于民，尊重群众感受，由群众来评价

工作效果。政策举措接不接地气、是不是真

惠民真利民，群众感受最真切。要拜人民为

师，虚心向群众学习，畅通察民情、通民意的

渠道，摸清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确保各项政

策措施更加符合群众愿望和利益。要结合

实际察民情访民意，实事项目向群众征集，

办理过程向群众公开，办理结果接受群众检

验，坚决杜绝搞形式、走过场，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取得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弘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是重要保障。干部作

风好不好，关键看为民办事实不实。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就要从百年党史中汲

取勇气和力量，弘扬担当精神，敢于接“最

烫手的山芋”、挑“最沉重的担子”，做解决

问题、造福群众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千条

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难万难，干起来

就不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激发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干劲，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

惠民政策，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好举措带

来好日子。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党员

干部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多办强信心、暖

人心、聚民心的好事实事，就是人民群众真

心点赞的贴心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出

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最彻底、最鲜活的表达，在全党全社会引发强

烈共鸣。这是来自历史的启示，更是面向未

来的宣示。树高千尺，扎根沃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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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不断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同人民

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就能汇聚起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带领亿万人

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 三 论 扎 实 推 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泱泱洮河，穿山越岭，润泽陇原，流

芳百世。”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新老城

区交界处，圆梦广场中央矗立的引洮圆梦

纪念碑上，刻绘了陇中旱塬百姓翘首期盼

半个多世纪的引洮工程试通水成功的历

史时刻。

春风跃马望洮河。

截 至 2020 年 底 ，被 喻 为“ 陇 上 都 江

堰”的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累计输送 4.58

亿立方米水上旱塬，将陇中山河滋润得生

机勃勃。

直待引洮入塬来

“千百年来，十年九旱的甘肃中部地区

备受缺水之苦，每遇旱情，禾苗枯萎，水窖

干涸……”不解水困，无以脱贫，碑记铭刻

的这段历史，道出了陇中人对洮河清流的

祈盼。

“小时候来回一小时挑泉水吃，后来挖

集雨水窖，渗出的地下水都是碱水，两丈深

的水窖里泥一丈水一丈，种地一直只能靠

天吃饭。”88 岁的巉口镇张湾村老人程杰

回忆。他见证了从吃苦咸水到喝上洮河自

来水的沧桑变迁，也参与了 1958 年引洮工

程的开工建设，但受财力、技术条件等制

约，该工程于 1961年被迫停工。

“7 号洞我印象最深，洞里水掺着沙子

一直往下流，打通是个难事情啊。”程杰一

直记挂着几十年前的未竟之梦，“如同豆腐

里面凿洞。”安定区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副

局长陈俊的大伯参与过早期引洮工程建

设，他解释道：“用冻结法施工，在含水土层

内钻孔打入钢管，导入循环的液氮，使周边

的地层冻结，就能施工了。”

2006年 11月，浩荡的引洮供水一期主

体工程再次开工，陈俊接替长辈们圆梦。

建设者们力克涌水、涌沙、塌方等地质难

题，打通总干渠 18 座隧洞，终于在 2014 年

底建成。

“以前去镇上运一趟水成本得 70 多

元钱，现在一方水才 3.5 元钱。”程杰老人

向记者展示了家里的自来水和亮堂的洗

漱间，忆苦思甜间不禁感叹，“饮水思源，

不忘党恩。”

涓涓洮水润万家

“工程于洮河甘南州卓尼县境内九

甸峡引水，规划总引水量 5.5 亿立方米，

一、二期工程受益总人口 425 万人，是甘

肃迄今为止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定

西市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继宗

说，一期工程覆盖范围由规划之初的安

定、陇西、渭源、临洮、榆中、会宁 6 县区，

增加了通渭和天水城区，受益人口由 154

万人增至 308.5 万人，并且彻底解决了受

益区水资源极度短缺问题，改善了饮用

水水质。

引洮一期工程供水分配定西市 1.73亿

立方米，占总调水量的 79%。“从引洮总干

渠 9 号隧洞出口引水，通过地表水常规强

化水处理后，经由泵站送到高出 300 多米

的山顶蓄水池，就能以自流的方式送到农

村实现安全饮水入户。”在供给定西市安定

区 33 万城镇人口和安定、临洮、陇西 30 个

乡镇 39万农村人口的内官水厂内，负责人

介绍说。

内官水厂是定西市最大的水处理厂，

日处理水规模可达到 11 万立方米。引洮

二期建成后，这里的日处理水规模将达到

17 万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产

生活生态以及农村人畜用水问题，结束定

西人民祖祖辈辈饮用苦咸水的历史。

改写靠天吃饭史

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解锁产

业发展是关键。为迎接引洮工程，定西市

安定区配套田间斗、农渠管线 921公里，灌

溉面积 16.1 万亩。有了洮河水，全区种上

了芹菜、紫甘蓝、红笋等高原夏菜，吸引了

浙江、广东等地的菜商每年跨越千里赶到

这里采购。

“菜农的自来水”是安定区农民们对引

洮工程的亲切称呼。“随用随开，省时省钱

省力，只需一段输水软管，不到两小时就可

以浇灌一亩地。”在引洮一干渠渡槽边的符

川镇兰星村，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陈广贵

正在为村民刷卡放水。

“以前种地浇水要买泵、接电线，等

水从渠里流过来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碰

上中午最晒的时候，还怕菜被晒蔫。”在

拥有 20 多年种菜经验的陈广贵眼中，引

洮工程更是致富金钥匙，“现在再不用看

老天爷的阴晴吃饭了。”据了解，2020 年，

安定区蔬菜种植面积 18.5 万亩，产值 26

亿元。

用好、用足来之不易的洮河水，甘肃

还持续向安定关川河、会宁祖厉河、榆中

宛川河等 7 条河流输送生态扶贫水，几

年间实现了河道不断流，为生态产业发

展和流域水系连通注入了动能和活力，

河流水质、沿河生态和城乡环境得到了

明显改善。

伫立洮河边，遐思的波涛越过九甸峡，

远眺“菜满地、薯满坡”的绿色梯田，似一泓

清波潺潺入梦……陇原人引水的步伐还在

继续。

2020年 10月，引洮供水二期工程总干

渠全线贯通，预计工程在 2021 年完工后，

将为甘肃中部旱塬区 300 余万群众带来山

清水秀的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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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果，是一个文字性的学术著

作，但成果形成过程，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

象的艰苦。”近日，《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

系地理》正式面世，谈及成书过程，作者之一

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嵘

感慨万分。

《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是李嵘

和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李恒近年来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

凝聚了团队 30来年的野外调查及室内标本鉴

定工作的心血。

高黎贡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因为其

生物的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

库”。由于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前高

黎贡山的野外科学考察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

滞后的状态。

位于高黎贡山一侧的独龙江，是一个独

特的自然综合体，这块多种动植物共生、汇聚

和种属演化不可多得的“宝地”，一直为中外

植物学家所向往。

上世纪 90年代，这里不通公路，贫困且闭

塞，进出独龙江的山路如蜈蚣一般贴在陡峭

的崖壁上，3 天只能走一个单程，不小心踏空

可能跌入山谷丧命。每年 10 月到来年 5 月，

大雪封山，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

1990 年 10 月，赶在封山之前，作为国家

重大基金项目之一的“独龙江地区植物区系

研究”负责人，61 岁的李恒和其他 3 名考察队

员出现在通往独龙江乡的驿道上，开始了为

期 8 个月的植物越冬考察。此前虽有人进过

独龙江采集标本，但都在旱季。

为了这次考察，她放弃了退休后的生活，

放下了重病在床的爱人，甚至写下了可能再

也回不来的遗书。

为全面搜集独龙江的植物，李恒走遍了

独龙江两岸的各个村寨，大小沟坎以及人迹

罕至的高山峻岭。

那段日子里，李恒白天采摘标本，晚上登

记、压制、烘烤、查阅文献。一个植物标本，除

了 标 本 本 身 ，还 需 要 一 份 专 属 的 植 物“ 户

口”——记录采集日期、编号、产地、生长环

境、海拔高度等信息。

标本采集工作结束时，李恒已在大山里

呆了 230 个日夜，出山的驮筐里装着满满的

42000 余份标本，植物“户口”写满了 33 个小

“账本”。

这次考察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自

然科学一等奖，独龙江也第一次有了完整的

植物名录。

1996 年，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科学考察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时，李恒已 67岁，但

每次野外考察，她都不避艰险，亲力亲为，同

行称其为“拼命三郎”。

2002 年，云南西部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

合作研究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

持，那年李恒 73 岁。2004 年秋天，她率领一

支由多国研究成员组成的 25人考察队再次走

进高黎贡山，历时 32天，取得高黎贡山考察史

上前所未有的成功，采集标本数量居高黎贡

山生物多样性项目历次考察之最。

几十年来，李恒从高黎贡山采集的标本

超过 4万号（每号包括 8—10份标本），经鉴定

确认，高黎贡山共有种子植物 5133种和变种，

其中 383 种为高黎贡山特有的物种。这些信

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摸清种质资源家底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地百姓称她为“高

黎贡山女神”。

1961 年之前，李恒是一个有北京户口的

俄语翻译。计划经济年代，一纸调令，先生要

离开北京赴云南支援西双版纳植物园建设工

作，作为家属，李恒选择追随，5分钟办理完所

有的离职手续。

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后，

俄语派不上用场了，她开始了与植物为伴

的日子。

下乡劳动，休息的时候，别人坐下来休

息，她到处搜集杂草，求师辨认；晚上回家，别

人早已熄灯睡觉，她仍在烛光下苦读，弥补植

物学专业知识的不足。几年的时间，她从“外

行看热闹”转身成为“内行看门道”。

30 多岁初识植物学时，李恒通过勤学苦

读改变了自己的专业，而后几十年经历了在

大山里奔走考察、在标本室里观察标本、在办

公室整理分析数据，将植物标本变成了一本

本科学专著。

如今，92 岁的李恒日程表排得满满——

每天来办公室上班，和年轻人一起讨论科研，

组织基金项目，时间允许的时候下基层指导

重楼种植。

“在快节奏时代，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

可能很枯燥，但能够把一个地区的植物弄清

楚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李老师身上体现的

‘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是这本

书能够出版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最值得

团队学习的地方。”李嵘说。

李恒：“半路出家”的女植物学家

科技日报青岛4月7日电 （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梁孝鹏）时下，青岛市即墨区蓝村街

道马家屯村村农民种植的羊肚菌迎来采收销售旺季。为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助力乡村

振兴，马家屯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引进羊肚菌栽培技术，经过多次

试种获得成功。目前，马家屯村羊肚菌种植面积达 350余亩，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年产值 3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图为4月7日，在马家屯村大地之星生态园，农民在大棚里采收羊肚菌。
梁孝鹏摄

“南菌北种”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陈 瑜

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技日报昆明4月7日电（记者赵汉斌）
7日，国际学术期刊《PeerJ》在线发表了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

团队在贵州盘州的新发现——一种 2.44 亿年

前大型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化石，命名为盘

州暴鱼。其引人瞩目的驼背体型，在疣齿鱼

科中尚属首次发现。

盘州暴鱼体长 26 厘米，代表了疣齿鱼科

最古老的化石新证据，也是暴鱼属在贵州的

首次发现。盘州暴鱼的发现和研究，揭示了

过去不为人知的疣齿鱼科生态适应多样性，

更新了人们对三叠纪海洋生态系统复苏的

认识。

“基干新鳍鱼类在三叠纪具有较高的生

物多样性，是研究二叠纪末生物大绝灭之后

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化石证据。”徐光辉介

绍，疣齿鱼科鱼类是三叠纪体型最大的一类

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体长可达 65厘米，在食

物网中占据较高的位置。过去，疣齿鱼科鱼

类主要发现于欧洲中、晚三叠世海洋环境，以

疣齿鱼属为代表。近年来，疣齿鱼属的近亲，

即暴鱼属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发现，揭开了疣

齿鱼科鱼类生态多样性的神秘面纱。

研究发现，盘州暴鱼进化出与之前发现

的云南暴鱼及其它所有疣齿鱼科鱼类不同的

生态适应，展现出更为“粗犷凌厉”的一面：具

有粗大肥胖甚至有些驼背的身躯，满头密布

较为粗大的瘤点，上、下颌口缘分别有 5 颗向

前伸的大龅牙，口内还有硕大的研磨齿，令猎

物不寒而栗。

从功能形态上分析，盘州暴鱼比其它疣

齿鱼科鱼类的游泳速度都要略慢，但其游泳

平衡性能更好，有利于在海底岩礁等复杂的

环境下运动和捕食。在食性方面，盘州暴鱼

更倾向于捕食底栖、游泳速度较慢、带硬壳

的腹足类和双壳类等猎物，而不是追逐捕食

游泳速度较快的鱼类和头足类等。盘州暴

鱼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一个成熟而复杂的

生态系统在中三叠世早期的华南海已经建

立起来。

徐光辉介绍说，通过分支系统学研究表

明，驼背体型在三叠纪新鳍鱼类中平行演化

了 4 次，除了盘州暴鱼外，分别独立出现于波

尔兹鱼目、伪比肯鱼科和拱鱼科鱼类。

肉食性盘州暴鱼化石揭示生态适应多样性

连日来，浙江省慈溪市委宣传部、
组织部、银行、电力等部门和单位组织
开展了多场线上线下“学党史”活动。
多名老党员作为共和国光辉历史的见
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受邀与来自当
地各行各业的青年党员们围坐一堂，
通过亲历的革命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同时展望未来，引导启迪
青年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时
代正能量。

图为4月7日，来自慈溪市钱海军
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的青年党员们听
91岁的老党员张西杰（左）讲党课。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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