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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上午 8 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泾
镇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党员、
中心、站（所）负责人，以及居民区、
集体企业、“两新”党组织的党员干
部近 2800 余人，在 1 个主会场和
65个“初心说”分会场集中收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筚路蓝缕一百年，栉风沐雨谱
华章。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响
起，各会场人员均齐声高唱国歌，
现场氛围达到高潮。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
在场全体党员干部，令大家更加深
刻地感受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更
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更加深刻地认
清了肩上重任。

流金的“七一”，燃情的“七
一”。每一位党员将掷地有声的承
诺化作一句句热忱的心里话，将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落实在具体行动中，以行动践初
心、以实干担使命，努力为实现“绿
色社区、魅力社区、和谐社区”的建
设目标留下大步前进的足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以史为鉴知兴替，薪火相

传显担当”。站在“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新时代新泾共产党人
接过历史接力棒，薪火相传、接续奋
斗，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新泾的智慧和力量。

新泾镇 66个阵地
集中收看建党百年大会

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新泾镇各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历史，立下又一座丰碑———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
点。 从一个 50 多人的小团体，到拥有 9514.8 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让一个
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昂首挺立、奔向复兴的新中国———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为人民、为民族、为世界
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日前召开的“励‘泾’求治、圆梦百年”———新泾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集会暨
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会议上，新泾镇党委书记卞晓清在致辞中向全镇广大党员、群众致以问候，并分
享了 3 点感悟。

党的历史

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全镇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带领全镇人民，全
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汇聚起建设“三个社
区”的强大力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新泾人民用双手创造了新泾的发展
新泾，这方绵延千年、养育人民的水土，正是我们的

家园。新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镇人民群众，坚定

不移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发展的道
路，坚定不移地开创新时代新征程。一个个重要历史事
件、一个个党员先锋形象，凝练成志、沉淀记忆，这其中
所展现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品格，汇聚成了我们心中的名
字———新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十四五”征程已然开启，新泾的发展即将呈现新

态势，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各领域，正以海纳百川的
姿态站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要从聚焦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聚焦长宁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聚焦新泾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三大背景，踏准发展趋势，抢抓开局起
步；扭住民生主线，注重内外兼修，要始终盯着“发展”
与“民生”两大重点，为新泾人民谋幸福。

百年风华引心潮澎湃
新泾人诉出诚挚心里话

历史在千百万人的奋斗中展
开壮阔画面，100 年的风雨兼程铸
就了今朝的光荣丰碑。100年的峥
嵘岁月，新泾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
部正以坚定的步伐，在新时代的发
展道路上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
命。感慨、激励、秉志……早已在党
员们的心头涌动。7月 1日上午，新
泾镇各基层党组织集中收看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党
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党员们用
最真诚朴实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党
的情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党的
生日祝福。
新泾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主任曹瀛毅———作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成为全国少数
民族参观团的一员，进京参加了庆
祝大会，能够来到天安门现场，实
在是倍感光荣和鼓舞。我要将在北
京所学所思所悟的一切，转化为更
好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源源动
力，为长宁区、新泾镇更加美好的
明天而不懈努力，和全国 9514.8 万
名共产党员一起，为取得更加辉煌
灿烂的新的百年伟业竭尽所能！

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绿
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观锡———

百年大党恰风华，千年华夏再擘
画。中国特色复兴业，时代思想擎
航向。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唯有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方为吾辈根本。
社区微光，照亮人民城市，愿以亿万
小我之微光，共铸党的无上荣光。
新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孙光平———衷心祝愿我
们伟大的党永葆青春,祖国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基层党
务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落实在行动上，
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不断提升服
务党员和群众的能力。
新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戴红———我们要做好美
丽家园建设和房屋征收工作，要牢
记城市建设必须把人民宜居安居
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
民，体现党对人民群众住房条件全
方位改善的关心和关爱。
新泾镇“初心说”讲师团成员

吴照生———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尤其是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作为一名
老党员，我感到万分激动，心潮澎
湃。更加增添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
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党员、
凝聚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绿一居民区第四党支部书记
陈志浪———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牢记初心使命，积极带领党员群
众，投身到民心工程的建设中，让
居民感受到美好生活带来的获得
感、满意度。
平塘居民区第四党支部书记孙

一慧———作为入党 22 年的基层社
工，我会努力坚守初心，坚守岗位，
尽职尽责，发挥正能量，带动身边
人，为社区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北虹居民区第三党支部书记

刘颖安———新泾镇的建设和上海
西大门的发展，是我们社会发展建
设的缩影。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
以实际动动践行党员义务，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
百年的奋斗目标，尽一份心，出一
份力。
淞三居民区第三党支部成员

黄寅仙———作为一名退休老党员，
我一定不会忘了入党誓言，始终把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作为
自己的政治本色，把为人民服务、
为小区居民服务作为行动准则。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2021 年 6月，由新泾镇党群办
指导，新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承办，新泾镇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创合工社、行健 SPACE、苏河
汇、ICVWORK 协办的 “初心向
党、逐梦启航”党史宣讲系列活动
顺利举办，创赢新泾直播平台同步
直播。

此次党史宣讲系列活动按鲜
花“颂”党、共“香”繁荣、“烛”梦
未来、共“画”辉煌4次开展。首场
活动特邀新泾镇“初心说”讲师团
梁敏民老师开讲，他用质朴的语言
讲述了党的历程中三次伟大飞跃
和五点重要启示，带领着大家重温
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初心使命。

通过观看《革命理想高于天》
《没有一座高山不可逾越》《铁心
跟党走的信仰》等党史视频，进一

步引导创业者们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筑牢政
治根基。创业者们也纷纷表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时代在变
迁，科技在进步，百年大党初心不
变，风华正茂，我们正年轻，会一路
奋勇向前。”

活动还嵌入了创业政策解读，
创业法律分享，手工制作体验等。
丰富的党史学习体验，赢得了群
众点赞无数，也吸引了孵化基地
众多人员参与，提升了创业者们
党史学习热情，掀起了一股党史
学习热潮。
党史宣讲系列活动是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一场实践活
动，也是我们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百年华诞，使“党的盛典”愈发深入
人心。

新泾开启“五百行动”
为“光荣在党 50年”党员添荣耀

新泾镇共有 918 名“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获得者，镇党委在认
真做好颁章工作时，同步开展“五
百行动”，即百幅金章纪念照、百名
颁章书记、百句向党心声、百个微心
愿、百次“党心暖我心”走访。
“七一”前夕，基层党组织书

记、全体镇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党员
联络员组成的“颁章团”深入基层，
采取集中颁发、上门颁发的形式，把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送到老
同志手中。

百幅“金章纪念照”是新泾镇
向 918 名纪念章获得者提供的一
项大型志愿服务。由新泾镇的文化
团队———田野摄影协会和长宁区老
年大学西部分校摄影班学员共 8名
志愿者主动担当，其中有 3名同志
是党员。

近日，新泾镇屈家桥居民区一
位刚入住养老院的党员徐阿姨，得
知有志愿者要来给她拍照，特地准
备好新衣服带去。徐阿姨的子女告
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他们的父亲
也是党员，前段时间因病去世了，这
次给“光荣在党 50 年”的党员拍
照意义深重，是母亲的心愿！
淞五居民区的党员志愿者鲁月

仙，也是一名党支部书记，她就是这
次志愿服务中的代表，6 月 25 日，
她如约来到平塘居民区的老党员高
慎华家中，这位我国“足坛名哨”今
年 94 高龄，拥有 60 年党龄，上世
纪 90 年代当选为中国足球协会副
主席。当日，平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上门为高慎华颁发了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看着胸前的纪念章
和党徽，高老激动地说：“很感恩，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能过着幸福
的晚年生活。”
五十年党龄，五十载光荣。每位

“光荣在党 50 年”的老党员，都是
党史的“见证者”。“老党员们见证
了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变迁，能为他
们捕捉美好瞬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付出再多也值得。”志愿者们也
从中获得满满正能量。

隆重纪念的仪式感、光辉岁
月的成就感、牢记党恩的幸福感，
新泾镇党委以这样的方式，多方
营造建党百年的热烈氛围，激发
起党员带头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将使命感、责任感内化于心、外化
于形，把党的事业一代代传承接
力下去，为新泾“绿色社区、魅力
社区、和谐社区”的建设积蓄强
大力量。

乡音申韵颂初心使命
用心用情唱出幸福生活

6 月 26 日下午，一场由新泾镇
田野沪剧团精心组织、编导，汇全团
之力反复彩排、推陈出新的“乡音

颂初心、申韵扬使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经典
演唱会在新泾北苑百姓戏台唱响。

本次演出以红色经典演唱会的
形式，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
无数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的英雄事迹，传承先烈们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
家谋发展的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
红色基因。

近200名沪剧戏迷，在迎接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聚集
在新泾这块“沪剧之乡”热土上，聆
听人们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戏迷观
众们从中重温了一段段历史、一个个
英雄人物，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感动人
心的故事之中，深刻受到了一次党史
教育，更加坚定了红歌颂党恩、永远
跟党走的信念！台上演员尽心地演，
台下戏迷静心地听，台上台下心连着
心，不断的掌声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
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吾伲新泾人
这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图说
新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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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使命党员说出来主题庆祝活动办起来

镇机关全体党员收看大会

企业党组织收看大会 居民区党组织收看大会

各中心党组织收看大会“两新”党组织收看大会

红色经典演唱会

党史宣讲系列活动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老党员讲述“初心使命”

带领青年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老党员拍摄“金章纪念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