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两学一做”落到实处，需要深
化对党员标准的认识。党员标准是常
讲常新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四讲
四有”，既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先
进性，又反映了环境、任务变化的新要
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讲政治、有信念是灵魂。政党是
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先进的政治组织。新形
势下，检验党员是否合格，最主要的是
看其政治觉悟。党员的政治觉悟首先
体现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我国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理想信念问题
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实中少数党员干
部堕落为腐败分子，主要内因是理想
信念动摇、精神支柱崩塌。因此，要做
合格党员，首要的是解决讲政治、有信
念这个根本性问题。这里的政治包括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等，要求党员在党

言党、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护党，
在复杂环境中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船”的政治定力。这里的信念是
认知、感情和意志融为一体的“合金”，
不仅要向往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而且要有为理想信念奋斗的决心和力
量。

讲规矩、有纪律是前提。如果说
理想信念解决的是目标、方向问题，规
矩和纪律解决的则是行为规则问题，
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靠理想二靠
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不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在坚守
崇高理想的同时始终保持严格的组织
纪律性，使党成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战
斗集体。是否讲规矩、有纪律，历来是
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准绳。新形势
下，党的规矩和纪律深刻反映党的事
业发展规律和自身建设要求，是拒腐

防变、保证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的有力武器。党员讲规矩、有纪律，既
要有约束感，更要有自觉性，对各项规
矩、纪律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知晓规矩、认同规矩，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

讲道德、有品行是基础。中华传
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品行在调节人际
关系、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
认为“道德不倡，天下不宁”“才者，德
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肩负
崇高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来说，高度
的政治思想觉悟与高尚的道德品行是
统一的，好党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好
人。一个道德品行低下的人，是不可
能为崇高理想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
的道德品行，既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政治道德，也包括秉公办事、不
谋私利的权力道德，还包括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公民基本道德。现实
中，大部分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都存
在道德失范、官德缺失甚至丧失做人
底线的问题。共产党员只有不断提高
道德品行修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
者，才配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才
拥有动员、鼓舞群众的人格力量。

讲奉献、有作为是关键。共产党
员不是空谈者，而是实干家。“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共产党员对崇高理想
的追求、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必须体现
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当此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更要倡导实干兴邦，
切忌空谈误国。党员讲奉献、有作为，
就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改革带来利益调整时服从大局、支
持改革，在日常工作中淡泊名利、争创
一流，在危险和困难时刻挺身而出、英
勇斗争。 选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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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四讲四有”深化对党员标准的认识

本报讯“我们这里年纪大些
的人，以前只能是靠散步等进行
体育锻炼。如今有了健身器材，
锻炼起来更近、更方便了。社区
服务真的挺周到，让我们很满
意！”家住四里河街道桃花园社区
大三景小区文体广场附近的一位
居民，日前这样说道。

今年，四里河街道桃花园社
区在区教体局、区民生办等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 2 月份，在
辖区的大三景小区文体广场上分
别安装了单双杠、扭腰器、双人浪

板、云梯、健骑机等体育健身器
材，极大地满足了社区居民群众
健身的需要，为和谐社区又增添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自从社区安装了健身器材以
后，当地居民的运动热情被调动
了起来。面对崭新的健身器材，
社区居民纷纷上前扭一扭、踩一
踩、转一转。虽然天气渐冷，可来
此健身锻炼的居民一点也不少，
就连周边小区的居民也来这里锻
炼身体，让往日相对沉寂的小区
活跃了起来。 （闫晨志）

健身器材进社区

本报讯“听说周末小区的
广场有非常热闹的活动，就去看
了一下，还参加了其中的游园会
和运动会，内容真是丰富啊！”家
住元一滨水城小区居民陈先生日
前乐呵呵地说。近日，由亳州路
街道滨南社居委主办，万家社区
承办的“健康趣玩·活力滨南”社
区首届趣味运动会圆满落幕。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游园
会”、“亲子运动会”两大部分组
成，开展的是丰富多彩的邻里活
动。同时现场的健康体检、生鲜
水果品鉴等环节，也为社区居民
送去了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实
惠。

本次运动会中的亲子活动，
旨在让父母在陪伴孩子一起做运
动时，真正了解孩子的兴趣；最受
欢迎的项目莫过于趣味沙画和亲
子运动会。而游园会的创意环节
设置更是体现了社区文化的变

迁，非遗泥塑、投壶比赛、趣味钓玩具、科学小实
验等多种体验活动一一亮相现场。

据不完全统计，“健康趣玩·活力滨南”社区
趣味运动会活动现场人流量达到千余人次，大多
为来自于元一滨水城、南国花园、缤纷南国、长安
天玺等周边小区居民。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体育
生活，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促进了文明和谐社区发展；还搭建了滨南社区居
民们的沟通平台,让邻里之间不再是“最熟悉的陌
生人”,同时更提升了社区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的
水平。 （陶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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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丰富辖区少年儿童
的业余生活，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
近日，杏花村街道汲桥新村社区关
工委开设了“我的生肖我做主”儿童
生肖点钻画培训课，来自社区的儿
童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亲手为自己的
生肖画点上亮晶晶的“钻石”。

培训课上，孩子们一个个深情
专注地把不同颜色的“钻石”用点钻
笔点在相应的位置上，目不斜视、专
心致志的表情让在场的家长都为之
惊叹。不一会，年龄最小的久星小
朋友也许是因为感觉枯燥，就不愿
意再点钻了，之后在其爸爸的鼓励
下，再看看其他小朋友都没有放
弃。他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完成自己

的生肖画。好景不长，过一会他又
不耐烦了，又想放弃，在一旁的大哥
哥小远听到声音，跑到久星面前给
他做着点钻的示范，还把自己的画
拿来给弟弟看。看到哥哥的生肖小
狗已经变得闪闪发光了，久星又来
了兴趣：我也要让自己的生肖兔子
闪闪发光。久星高兴地边说边继续
坐下点钻。看到孩子们能这么懂
事，家长们直夸奖两个孩子呢。

点钻画课程看似简单，却不仅
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更能锻炼孩
子们的耐心、培养专注力。家长们
都希望这样的课程以后要经常举
办。

（阮丽娟）

儿童学做点钻画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是第 10 个
“联合国糖尿病日”，宣传主题是“共
同关注糖尿病”,公众应了解以下十
条糖尿病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1.糖尿病是严重影响我国居民
健康的慢性病之一，每10个成年人
中就会有1位是糖尿病患者，如不
及时进行正确治疗，会引发心脑血
管疾病、失明、足坏疽、尿毒症等严
重后果。

2.糖尿病是可预防的疾病。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戒烟
限酒，加强锻炼，合理饮食，降低油
脂和盐的摄入，心理平衡，是预防和
治疗糖尿病的基本措施。

3.定期体检可及早发现血糖异
常或糖尿病，有益于采取有效的预
防及治疗措施。

4.年龄≥45岁、高血压、血脂异
常、心血管疾病、肥胖、有家族史、巨
大儿（出生体重≥4Kg）生产史、妊娠
糖尿病史、静坐生活方式为主的人，
易患糖尿病。

5.糖尿病典型症状可概括为

“三多一少”，即多尿、多饮、多食和
体重减轻。

6.有些糖尿病患者无典型症
状，但经常出现皮肤瘙痒、反复泌尿
系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情况，应
及早检测血糖。

7.糖尿病是终身性疾病，需要
长期坚持饮食、运动、药物、监测、心
理等综合治疗，以阻止或延缓并发
症发生。

8.糖尿病患者应坚持血糖监
测 ，定 期 检 测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HbA1c），控制血糖达标。

9.糖尿病的治疗不仅要做到血
糖控制达标，也要做到体重、血脂、
血压控制达标。

10.糖尿病的发生与流行会给
个人、家庭、
社会造成沉
重负担，预
防糖尿病是
每个人的责
任。

共同关注糖尿病今年 76 岁的侯昌翠，是
双岗街道虹桥社区的居民。
虽然患有眼疾，十米之外的
东西便看得一片模糊,然而，
这并没有妨碍她坚从事持公
益活动。多年来，她对自己
的要求就是“日行一善”，而
且也一直践行着这个目标。
她的热心肠换来了邻居们的
一致好评，只要提起她，熟悉
她的人都伸手夸赞。

侯昌翠的眼疾是四十年
前落下的。那年，她在一家
化工厂工作，一天不小心被
硫酸溅到了眼睛里，“当时，
两眼一黑，疼得直跺脚，心
想：完蛋了！”躺在病床上的
侯昌翠不停地为自己祈祷。
幸 运 的 是 ，眼 睛 终 于 治 好
了。虽然有些后遗症，但是
侯昌翠依旧非常庆幸，并心
存感激。

“能够重见阳光多么难
得，我觉得每天不多做一点
点有意义的事情，都对不起
这么美好的阳光和世界。”从
那时候开始，侯昌翠就暗自

下决心，要“日行一善”。她
不但一直做了下来，而且坚
持了数十年。

有一次，同小区 15 幢的
郑奶奶摔伤了，三个儿子都
不在身边，就她孤身一人在
家养病，行动不便，连吃饭都
成了问题。侯昌翠知道了以
后，每天去菜市场买来新鲜
的蔬菜，按照郑奶奶的口味
在家做好后，放进保温盒中，
送 到 郑 奶 奶 家 去 ，风 雨 无
阻。直到半个月后，郑奶奶
康复，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
了，侯昌翠才没有继续送饭
菜。想到郑奶奶行动不便，
她依旧每天帮郑奶奶从菜市
场购买新鲜蔬菜。除了给生
病的老人送饭，侯昌翠还经
常给小区里一些高龄老人做
饭送饭。“他们一把年纪了，
有时候想吃点啥却没这个精
力。对于我来说，就是举手
之劳，何乐而不为？”

除了帮扶老人，对于小
辈 ，侯 昌 翠 也 是 一 样 的 关
爱。小区里有一个包子铺，

一对外来夫妻在这里打工。
每天早上，夫妻俩忙得是脚
不沾地。看到包子店人手不
够，侯昌翠就会主动过来帮
忙收拾碗筷，洗碗刷锅。“他
们年轻人，做点小生意很不
容易。我视力不行，只能做
些 简 单 的 ，能 帮 一 点 是 一
点。”

热心的侯昌翠，总是义
不容辞地帮助他人。很多居
民为了报答，想要拿些礼物
来感谢她，侯昌翠总是万般
推辞，“我帮助他人，并不是
为了让别人感谢我。要是收
了礼物那可就违背我的初心
了，坚决不能收的。”侯昌翠
朴实地说，“帮助别人是一种
品质，也是一种传统美德。
我这样做也是想给下一代看
看，让他们也能有这个心，变
得乐于助人，让社会充满温
情，这样多好。” ·郑志丹·

古稀老人“日行一善”坚持数十载

社区

尽享“读书”之乐

近来阴雨绵绵，老年人在户外的
活动受到了局限，为了让辖区居民的
生活更加丰富，近日，杏花村街道灵璧
路社区组织辖区部分居民在民族文化
艺术里开展了一场“读书日”活动。

社区志愿者邀请了退休老年人、
特扶家庭成员、少数民族居民共15人
参与。活动的内容有健康知识、医疗
卫生保健知识等，大家畅谈自己的读
书感想和心得，有的居民们时不时地
还在一起拉起了家常，民族团结一家
亲的气氛格外显得浓烈。

辖区少数民族刘大爷笑着说：“这
个活动不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
看啊，我们在一起读书，不仅增长了知
识，也增添了许多乐趣。”

史寿勤 摄

本报讯 为了增进邻里感情，丰
富居民文化生活，营造“友善亲和，
关爱互助，和睦相处，文明和谐”的
社区大家庭氛围，近日，杏林街道丽
都社区在风荷园老年活动室举办了

“快乐邻里节·居民一家亲”邻里节
活动。

活动受到居民们的欢迎。当天
一大早，20多名社区居民就来到活
动举办地，有的擀面皮，有的剁饺
馅，有的包饺子，分工明确，有条不
紊。90多岁的朱爷爷，别看满头白
发，但他手拿饺子皮，填上饺子馅，
迅速捏合，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一只
只小巧玲珑的饺子从他的手里如同

变魔术般出现了。大家你追我赶，
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满满当当
的饺子便铺满了整个桌子。社区工
作人员把饺子煮熟，人们纷纷品
尝。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不仅
味道鲜美，而且有人说还从里面吃
出了居民之间的邻里情。

活动中，社区还设置了一些趣
味小游戏，人们边吃边玩，不亦乐
乎，现场欢声笑语一片。此项活动
不仅加强了居民之间的了解、融合
了邻里关系，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们
对和谐社区建设的参与意识。

（邵佩佩）

社区饺子宴 吃出邻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