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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山 磅 礴 有 主 峰

———关 于 坚 持 和 加 强 党 的 全 面 领 导

暑假期间， 横峰县充分发

挥志愿者、网格员等主体作用，

广泛开展乐器、提线木偶表演、

书法、篮球等学习活动，让孩子

们暑期生活更加丰富。

▲

图为司铺乡提线木偶第

六代传人周就锋义务教孩子们

表演提线木偶剧。

荩

图为兴安街道办志愿者

走进兴安社区教孩子们弹古

筝。

薛南 摄

多 彩 暑 假

本报讯 记者吴淑兰报道： 广信区花厅镇白塔村下会

坑水库的“ 胖头鱼”卖到近

40

元一斤，更令人感到惊奇的

是，这个“ 胖头鱼”不是因为胖而卖出高价，而是在三次搬

“ 家”后，鱼儿瘦了才身价倍增。 望着渐渐收起的鱼网里数

百条活蹦乱跳的“ 胖头鱼”，想着这一早上可以有数万元

的进账时， 江西天湖生态农业养殖基地相关负责人于军

的脸上露出了收获的喜悦。

“ 胖头鱼”就是鳙鱼。 一条普通的鳙鱼，缘何受到市场

青睐，成就了独特的口感呢？ 于军告诉记者，养这个鱼非

常困难，养殖过程中，要搬三次“ 家”。 从水产良种场买来

的鳙鱼苗和其他鱼苗一起养在第一个“ 家”———海拔

100

米的平原水库， 由于光照好， 日温差小及良好的养殖环

境，鳙鱼苗在这里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两斤左右。 接

着，鳙鱼们进行第二次搬“ 家”———海拔

300

米的水库，实

行“ 人放天养”模式，这里的水面更大，水生生物更少，鱼

群的生长速度相对缓慢。 一年后， 鱼群又被搬至第三个

“ 家”———海拔

400

米的高山冷水湖里继续养殖一年。“ 我

们想要的鱼是背上起杠，也就是鱼身呈瘦长形。 这里常年

气温不高，水质干净，养殖之后，鱼会更健康，鱼的品质也

会更高。 ”

一次次搬“ 家”，一回回折腾，使得这里养殖的鳙鱼从

本地市场“ 游”向了外地市场。

2012

年，天湖鳙鱼挺进上海

市场，并辐射至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成为接待宾客

的一道佳肴。 而且，每条鱼上市时身上都要挂上二维码，

以便消费者能查到养殖源头信息。

目前，该基地可年产

50

万斤鳙鱼，年产值近

2000

万

元。 如今，基地还扩大了养殖品种和养殖规模，增加了甲

鱼、草鱼、“ 飞天鸭”等，形成了立体养殖模式。 在收获经济

效益的同时， 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当地部分村民就业增收

与休闲旅游。

白塔村村民陈祖标告诉记者 ：“ 我之前在外地做零

工，今年与妻子一起来到基地干活。 我们两人在这里一个

月能挣到

7000

元，不仅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到家里。 ”

“ 我们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发展与保

护中找到平衡点。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下会坑水

库，享受湖光山色，品尝美味鱼鲜。 ”于军说道。

三次搬“家” “游”向外地

山村带码“ 胖头鱼 ”成“ 吸金鱼 ”

本报讯

2022

年

8

月

19

日

是第五个“ 中国医师节”，今年的

主题是“‘ 医’心向党、踔厉奋进”。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增强医务

工作者职业荣誉感， 营造尊医重

医的良好社会氛围， 全市开展了

2022

年度最美医生、最美护士评

选， 李楠等

100

名同志被评为上

饶市

2022

年度“ 最美医生”，章瑛

等

100

名 同 志 被 评 为 上 饶 市

2022

年度“ 最美护士”。

悬壶济世白衣人， 逆行执甲

为苍生。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

工作者与党同心、与爱同行，在医

疗救治、卫生防疫、预防保健等各

条战线上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诠

释着忠诚和担当， 有力推动了全

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今

年以来，我市多地遭遇突发疫情，

广大医务工作者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 坚定不移同时间赛跑、 与病

毒较量， 为打赢全市疫情防控阻

击战、 歼灭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和崇高职业

精神， 我市将对上饶市

2022

年

度“ 最美医生” “ 最美护士” 代

表的事迹进行宣传， 展现医务工

作者护佑人民健康的职责使命，

传递党和政府对医务工作者的关

心关爱， 激励全市广大医务工作

者慎终如始， 再接再厉， 为人民

群众提供优质、 便捷、 高效的卫

生健康服务。

（ 徐素琴）

我市百名“最美医生”“最美护士”受表彰

97.

如何理解必须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领导核心至

关重要。 毛泽东同志曾作过一个生动的

比喻：“ 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

只有一个核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写入党章。 这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

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是党和国家之

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

个基本观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走向成

熟的重要标志。 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

和肯定领袖人物作为人民群众的杰出

代表，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

明进步中具有开创性、 引领性作用，为

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条件和

地位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坚强有力的

核心人物、领袖人物，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胜利

的必要因素。 反之，搞多头民主、搞无政

府主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从党的历

史来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

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

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革命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改革开放后，我们

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在实践中进一步深

化了领导核心是党和国家事业决定性

因素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指出：“ 任何一

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

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全党有核心，党中

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 没有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就没有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就会导致各自为

阵、各自为政，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

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 今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幕已然拉开，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 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

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是新时代赋

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 统筹两个

大局，成就伟大事业，迫切需要能够及

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指引全党和全国

人民前进方向的领路人；迫切需要能够

洞悉时代风云、明辨大是大非、迎战惊

涛骇浪，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

斗争的掌舵者；迫切需要能够统筹协调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领导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进实现“ 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全党和全国人

民磅礴力量的总指挥。 正是在这样的时

代呼唤、历史选择、人民期盼和实践锻

造中，习近平总书记当之无愧地成为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

统一全党思想、引领前进方向的领导核

心。 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推进党和国家

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

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

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

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流、发时代

之先声， 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

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篇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这一思想如同耸立

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指引“ 中

国号”巨轮不断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彼岸。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和人民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

勇担时代重任、推动历史变革的领导核

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社会革命和伟

大自我革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

全面小康千年梦想， 从全面深化改革

“ 啃硬骨头” 到构筑完善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从“ 打虎”、“ 拍

蝇”、“ 猎狐” 到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

腐、不想腐，从确立强军目标到军事力

量体系革命性重塑，从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

记展现了作为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

队统帅的坚定信仰信念、 鲜明人民立

场、顽强意志品质，诠释了“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赢得了全党全

国全军衷心拥护，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

赞誉。

9100

多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14

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有了习近平总书

记掌舵把向， 就有了干事创业的带头

人、团结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事关

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工作和重大斗争，

是先之劳之、垂范立则、知行合一的领

导核心。 从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到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 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了系统全面的

擘画，进行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和决心推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使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

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

性地画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

伟大传奇； 亲自领导应对中美经贸摩

擦，有力维护了我国主权、尊严、核心利

益， 展现了一个大党大国领袖运筹帷

幄、 指挥若定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

亲自指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统揽全局、果断决

策，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提供

了最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立言立行、说到做到，彰

显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人格，

立起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网友微言

荩

家有千口 ，主事一人 ；国有

万机，要在中央。

荩

唯有高瞻远瞩的“领路人”、

凝心聚力的“主心骨 ”带领我们奋

进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才

能巍然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

帜才能始终高高飘扬。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 服从核心、维

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

最大的政治。 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

干部要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

略高度，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从历史

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

合上深刻认识、强化认同，不断增强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

觉， 做到情感上衷心爱戴核心、思想上

高度认同核心、 政治上绝对维护核心、

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紧紧跟随

核心。

98.

如何理解必须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四方的事要

办好，中央必须有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

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 如

身使臂 ，如臂使指 ，叱咤变化 ，无有留

难，则天下之势一矣”。 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

高原则，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

国家前途命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含糊、不能动摇。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

终坚持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

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明确

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的所

有力量， 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

威，强调如果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

各行其是，党就只能陷入瓦解，就不能

成为坚强统一的组织。

1871

年的巴黎公

社仅仅存在了

2

个多月就归于失败，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社领导层对许

多重要问题争论激烈、议而不决，难以

集中力量对付强敌。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

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深刻指出：“ 巴黎公

社遭到灭亡，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

威。 ”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 邓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 在历史上，遵义会

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

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

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

中央。 ”这是党的事业在革命早期屡遭

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 从

遵义会议开始， 我们党逐步形成成熟

的、有权威性的领导集体，确保了党在

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

的一致，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历史

充分证明，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

一个国家，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

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

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

不摧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 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

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

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 私人俱

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

习言习语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

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

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

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的客观要求。 正如《 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中所唱的，“ 第一

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

利”。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保持着全党

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一切行动

听党指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我

们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是我

们不断取得事业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同

时要看到，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无视

党中央权威的现象，有些还很严重。 有

的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

场摇摆、态度暧昧，有的对党中央大政

方针说三道四、胡言乱语，有的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等。

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极大损害了党的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

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严

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出一系列

重大制度性安排，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得到重塑和根本性强化，有力维护了

全党的团结统一。 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全党上下统一思

想、统一意志、步调一致向前进。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必须对党忠诚。“ 人之忠也， 犹鱼之有

渊。 ”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

品格，党的事业必须由忠诚于党的人来

坚守。 无论是蔡和森“ 忠诚印寸心，浩然

充两间”的坚毅，还是夏明翰“ 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无论是杨靖宇

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还是

江姐十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

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对党的

忠诚。 对党忠诚，就是要与党中央同心

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对党忠诚，必须体

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

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 要把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政

治要求，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

止的坚决不做，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

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我们党把“ 两个维护”确立为党的领

导的最高原则，确定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

和根本政治规矩，是非常郑重、非常严肃

的， 决不是有人庸俗化理解的“ 个人崇

拜”。“ 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

任何人；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 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

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

辑不能层层推下去。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

心，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 两个维护”

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最新发展，实

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的有

机统一，有效解决了过去党的领导虚化弱

化的问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保持正

确政治方向。

“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 ”“ 两个

维护”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体现在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

现在履职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

上，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上。 要完善

落实“ 两个维护”的制度，健全党中央对

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

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

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的组织制度，把“ 两个维护”体现到各项

制度规定中。 必须强调的是，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挥地方和

部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行不悖。

党中央的权威决定了各级党组织的权

威，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

威。 维护党中央权威并不意味着各级党

委和政府就没有权威了，否则地方和部

门就没法开展工作，推动各项工作部署

就会“ 肌无力”。 地方和部门在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中，不能满足于只当“ 收发

室”，简单照抄照搬，而是要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发挥首创精神，立足实际创

造性开展工作，积极主动将党的领导主

张和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成效。 （原载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