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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岁被大树和小草嘲笑，但是它并不在意，它有自身的梦想并为之不断努力奋斗，最终展

开了飞翔的翅膀，可见梦想的力量之大。习书记曾说过：“追求梦想要有坚定的意志，否则会精神缺钙。”

他更曾说过：“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有梦，则国有梦，年轻人没有梦想是十分可怕的。 ”所以，有梦

才能实现中华之崛起。可当下，很多青年人没有梦想，碌碌无为，大把挥霍美好青春时光，让中华民族

之崛起面临一定的困境。因此，青年人必须要学会有梦，追梦，圆梦。

小溪因有着奔向大海的梦想，所以跨越山川的阻隔；海燕因有着搏击长空的梦想，所以接受暴风雨

的洗礼；蜗牛因有着追逐阳光的梦想，所以一步步往上爬 · · · · · · 同样的，青年人想要有梦想应从

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树立梦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树立梦想要树立正确的方向，太阳是花朵

的方向，开出璀璨之花；南方是大雁的方向，不远万里迁徙。所以树立梦想，青年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同时国家应当积极帮助配合青年人树立梦想。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梦想便是为祖国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应为人民服务。 ”于是他放弃了美国丰厚的待遇，毅然回

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帮助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至少推进了 20 年，实现了他最初

的梦想。因此，树立梦想是圆梦的根本。

二是为梦想充电。习书记曾说：“我们的人生不是充一次电，我们犹如马达，只有充满电，才能有

昂扬的斗志。”但如何才能充好电，充对电呢？一是通过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自身的学习本领，

努力地充好电；二是通过经验累积来充对电。祖狄为了报效国家，每天闻鸡起舞，刻苦练剑，努力学习。

再如清官林则徐，在中国人饱受鸦片侵害之时，主张禁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理

念，最终取得了禁烟的胜利。因此，为梦想充电是圆梦的关键。

三是学会坚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坚持作为现时代的优秀品质，已在许多人

的心中生根发芽。如乒乓球名将邓亚萍，虽然她从小个子矮小，手臂短，但是她没有放弃，始终坚持奋

斗，最终她获得了世界乒乓球冠军的称号。在她退役后，她也没有安于现状，去往清华大学，剑桥大学

等名校进行深造学习，邓亚萍的坚持让我们明白了坚持的力量。再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了解决

人民的温饱问题，他努力尝试试验，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失败，也饱尝了在烈日下汗水流下的辛苦，但

是他坚持潜心研究，最终研制出杂交水稻。他是一个不平凡的老人，解决了中国 13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故此，学会坚持是圆梦的保证。

蒲公英的梦想就像它的坚实盾牌，一直保护着蒲公英让其前进。梦想就像大海中的灯塔，指引着前

进的方向，给人们带来了精神的希望，梦想还鞭策着青年人为之奋斗，青年人有了梦想，整个民族就有

了民族的梦想，才能撑起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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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小到一个家庭，体现着一个家庭的家风；大到一个国家，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美

德，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同时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孝的定义也不一样，就如最近提出的新“24 孝”,包

括如打开父母的心结等，可是真正能做到的青年人有多少呢？当下很多子女远游，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成为年轻人应当克服的难题。故此，我们应当奏响新时代的“陈情表”。

孝顺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对母亲的那份感激；孝顺还是汉文帝衣不解带亲自

尝药喂药照顾母亲的那份感动；孝顺更是西晋李密为赡养祖母放弃仕途的那份决心 · · · · · ·古人一

直传承者孝顺这一传统文化，因此，我们新时代的人们更应该传承发扬孝顺。

想要奏响新时代的“陈情表”，想要尽孝道，想让孝顺这个精神财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当

代人的孝更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孝顺意识。有了孝顺意识，人们便会知道孝顺，父母便会在孩子面前以身作则，树

立良好的榜样，这样就能使孝顺代代相传。要通过大力宣传孝顺，报纸、电视等媒体要发挥出自身的责

任，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更好地激励人们来尽孝。感动中国人物孟佩杰，在养母瘫痪在床，养父因无法

忍受生活困苦的情况下毅然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每天悉心照顾养母，最终在她考上大学后也毅然决定

带上母亲上大学，始终保持着一颗孝顺之心。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孝意识，孝敬父母，从我

做起。

二是要有时间意识。“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句话深深地道出了当下的人们心里的感受。现

如今的人们为了良好的经济条件而无暇顾及家庭，总认为要先有夯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去尽孝道。其实，

这两者并不矛盾。当有经济条件的时候可以为父母举办生日聚会，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当没有经济

条件的时候也可以尽孝，比如多带家人回去看看父母，陪父母聊聊天，让其心里之前的不愉快可以有个

倾诉对象。培养时间意识，孝就从现在做起。

三是要有丰富的尽孝方式。孝顺不赡养父母，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平时可以多带父母出

去旅游或故地重游。孝顺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就像最近提出的新“24 孝”。当父母在身边时，

可以多带父母出去旅游或者故地重游，让他们回忆往事的美好。当父母不在身边时，可以平时有空时就

打一通电话给父母，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样也能让父母感到温暖。因此，想要奏响新时代的“陈情

表”要有丰富的尽孝方式。孝敬父母要从“小”事做起。

李密在《陈情表》中说道： “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

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立足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人能够做好自我，孝敬父母，这样才能“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们的孝文化就能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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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放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因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的平衡点很难找到，因此

我们要做好坚持与放弃的选择题。

坚持是司马迁忍辱负重，著作《史记》，完成史家之绝唱的决心；坚持还是肖卿福十几年如一

日用自己的医术帮助贫困山区人民治病的耐心；坚持更是张纪清 27 年来一直用”炎黄“这个股名字进

行捐款修建敬老院，希望小学的恒心。放弃是鲁迅，当看到国人思想麻痹时，毅然地放弃了手术刀，用

《呐喊》，《狂人日记》来唤醒国人思想的勇气；放弃还是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毅力；放

弃更是邓颖超为了周恩来总理而不去工作的理解。因此坚持与放弃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补充的，所以

要统一起来。

坚持与放弃并不矛盾，在坚持中我们会有所放弃，在放弃中学会坚持，这样才能有辩证的人生，关

键在于展示的是哪一面。

从古至今，许多人都有坚持过，他们为了梦想，为了未来等，那么我们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坚持呢？

一是在困难面前学会坚持。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红军进行了万里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他们吃皮带，树

皮，只为了最后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赢得了胜利，与全国人民分享这喜悦。

二是在对的时间坚持。杨善训，一位云南保山市老地委书记，退休之后，放弃了到达层石安度晚年的机

会，回到家乡植树造林，没向国家要一分一厘，全部自己集资，承包大山，临死前，他将已经营 20 多

年的林木无偿地捐给了国家。

放弃看似是一个贬义词，但在一些人的身上却释放出无限的光芒。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祖国急

需要他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丰厚待遇，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帮助祖国科学事业至少推进了 20 年；孝女朱晓辉，得知父亲换了重病后，放弃了报

社的工作，悉心照顾父亲，虽然欠下一身债，但是她将父亲留在了身边，没有让死神带走父亲；文天祥

在面对忽必烈的赏识看重时，并没有屈服投降，他也明知唯有投降方可与妻子，女儿相聚，可是他选择

了放弃，以他的生命之火的燃尽来证明他对祖国的忠心。放弃同样在追逐梦想方向中绽放其光彩。缘木

求鱼，南辕北辙 · · · · · ·无一例外地说着放弃的重要性，否则到头来会发现只是在做无用功。

在人生道路上有很多选择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它，怎么选择它，但是一旦当我们做了决定后，

不论这选择是否正确，都不需后悔，因为至少我们曾经选择过，而且这也是自己的决定。“鱼和熊掌不

得兼得。 ”就像坚持和放弃一样，。因此我们应当做好坚持和放弃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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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头带领着一辆火车的前进，代表着火车的前进方向，对火车到达目的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就像是火车头，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现如今，我们的

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把握住对的前进方向将会使社会偏离了其原有的轨道，他们结党营私，将人民群众的

利益抛在脑后，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扰乱了社会秩序，失去了人心。因此，为了防止此种现象再次

发生，领导干部应该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 以身作则。

好的领导干部就是(哪个朝代)况钟的勤谨廉洁，博士干练，任劳任怨，无私为人民奉献的那份可贵；

好的领导干部就是焦裕禄身先士卒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的那份感动；好的领导干部就是牛玉儒在饱受

疾病痛苦时依然努力帮助呼和浩特市快速发展 · · · · · · 因此，有了这些伟人的榜样，我们的领导干

部更应该虚心学习，尽力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想要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一是要以德为先。一个人是否有道德将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有人生辉煌。同样的，一个领导干部有了

良好的道德品行，便会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赢得人心。想要变有德，可以通过平时多观看感动中国等

优秀节目，用以来激励自己，多读名人事迹，用以来感染自己。大禹为了治水，唱出了“三过家门而不

入”的绝唱，倍受人们赞扬；贺龙在文革时期遭受林彪，江青等人残酷迫害时始终坚持对党的忠诚，虽

然最终遇害，但是贺龙的生命光辉洒满了祖国大地，受到人们的崇高敬仰。大禹的坚持到底，贺龙的勇

敢无畏都体现着他们良好的品德，也最终让他们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因此，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

要学会以德为先。

二是要以才为基。一个人的才能将决定其的人生高度，一个人若没有才，将会被旁人不屑，所以我

们的领导干部要学会变有才。可以通过平时多阅读有益书籍，多读名言警句，领会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自己胃病发作时仍然继续阅读文件，用生命的余晖照亮人民前进的道路；清朝清官

林则徐在人民受到鸦片侵蚀时毅然决定禁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敌”的口号，最终成功战胜了鸦片

之战，但是在对抗外来势力时，林则徐并没有采取两耳不闻的态度，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主张要努

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被世人誉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周总理的敬业爱民，林则徐的有

勇有谋都表现着他们的才学博识，成就了人生高度。因此，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要学会以才为基。

三是所做之绩要受到群众公认。 ( 以群众的认可为动力) 领导干部纪要注重实绩，即能改善现如今

人们的生活，又要注重隐绩，即能造福子孙后代。做到眼睛向下看，关心民生；身体向下沉，平时多走

进基层；劲头往下使，在基层展开工作。小岗村沈浩提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

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孔繁森一生帮助贫困孩子上学，在自己家里一贫如洗时，仍拿出金钱来救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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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的勤勤恳恳，孔繁森的无私奉献都彰显了他们所做之绩受到群众公认。因此，左后社会主义火车头

要受到群众公认。

“得民心者的天下” ，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群众与干部的关系，它们的感情犹如鱼水之情，

谁也离不开谁，故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会以身作则，努力做好社会主义的火车头。 ( 结尾把火车前进的

比喻在打一下。扣起来结尾。)

德分为哪些，才需要哪些才。这部分内容的体现还有不足。这篇整体还不错。

不忘历史，才有后事之师

历史是一个国家前进的无形轨迹。它是时间的沉淀。看不见形状，看不到颜色。也正是这些特点，

所以历史才容易被人所忘记。可是历史又是不能被忘记的，因为不忘历史，才能有后事之师。丘吉尔曾

经说过：看到过去多远，才能看到未来有多远。站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每一个年轻人能够了解

历史，总结历史。一个了解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凝聚力的民族，一个了解历史的国家，才能不断焕发生

命力。

不忘历史，我们才能够明白，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够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忘历

史我们才能够用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因为“闭关锁国”只会造成落后，要时刻记住“鸦

片战争”的教训。不忘历史，要求记得南京大屠杀 300000 万死难同胞。只有强大才不会被他国欺凌，

更要民族团结才能抵抗侵略。然后在和平主旋律的今天，很多人认为历史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忘记。这

是年轻一代身上严重的历史认识偏差。以史为镜，方可之兴替。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历史，解读历史。

称为我们国人前进的经验库。

如何发挥历史的宝贵价值，让前车之鉴真正称为后事之师，是对全社会的一个考验，更是对民族危

机意识的一堂测评课。我们应该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做老师，我们首先要有传播者。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传播者。京剧是口口相传才得以成为中

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历史的发展也需要历史的传播者。这样才能实现解读历史平方甚至立方的发展过程。

一方面我们需要学校教育的跟进。让更多的历史故事走进学生的课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家长和长者

称为我们历史的传播者。在 7 月 7，能够给孩子们说卢沟桥事变，在 9.18 能够让孩子们知道这是一个怎

样特殊的日子。有了传播者，就寻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历史做老师，我们更要有继承者。父传子，子传孙，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继承者还有不熄的生

命力，这和整个生命的延续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历史更需要继承者。然而我们更多的年轻人都忘记历

史。这必须为继承者敲响警钟。一是我们需要年轻人把了解历史当做责任，不为应试，为更好的了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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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国家的过去。对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有更多了解才有更多的热爱；二是了解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

是更加的鞭策我们进步。只有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自身，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响亮的话语权。

历史做老师，需要我们的历史课堂。从口口相传，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我们文化的传播在不

断的进步。在网络更加便捷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渠道让历史更加顺畅的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百家讲

堂等电视节目让人们更好的了解历史，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栏目等让更多年轻网友加入了解历史的队伍中

来。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推出的公祭日。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再读这段历史。

解读历史，有着四大发明等属于自豪的部门内容；解读历史也有着八国联军侵略的灾难耻辱；解读

历史更有着四人帮残害知识分子的痛苦记忆。但是历史毕竟只是过去。懂得从这些历史提取健康的内容，

沉淀智慧的结晶和睿智的经验。我们才能才自豪延续，灾害减少。一个民族和国家才能更加进步。来吧，

让我们每个人都读历史，让它做我们不断前进的老师。

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 口井水。喝着甘甜的井水时，我们是不是会想起那为我们做出贡献的挖

井的前人，这就是感恩。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这种美德，让每个人的价值观有了明确的方

向，让我们的民族更具凝聚力。而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年轻人是否能够感恩，不仅是我们需要

过关的道德考试，更是对前人的致敬，也是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烤羊。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留下一首首感恩的赞歌。那是韩信在发达后，千金增予在少年时给自己饭吃的

老婆婆；也是孟佩杰从小就一人照顾自己瘫痪在床的养母，最后带着母亲上大学。但是在我们身边也会

看到有些人忘记感恩，也有的人羞于感恩。这都是不利于我们感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

弘扬感恩文化，是我们每个年轻人应该尽的义务，它像珍贵的宝藏，需要我们每个人全力守望，代

代相传。为此，我们更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功夫：

记得挖井人，需要怀有感恩之心。感恩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素养，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才能被称

为有责任的一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我们需要去感恩我们的父母，用孝感恩。“教师是辛勤的

园丁”他在我们成长的路上给予了知识，给予了做人的知道，对于这盏明灯，我们需要感恩。而对于同

样养育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我们都需要感恩，就是这样的感恩，才能让整个社会充满爱。

记得挖井人，更要有感恩之行。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感恩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行动，

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发挥出感恩巨大的能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好言一句三冬暖，

关怀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每个人更能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当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做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做到这些，我们的感恩就潜移默化的改变着这个世界，并推着这个社会不断的进

步。

记得挖井人，最需要是传播感恩。感恩是无形的精神，如何它被桎梏，将失去力量，而我们能够人

人感恩，人人学习，它就能用平方、立方得去扩大，从而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每个人都心存感恩，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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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我们就能成为榜样。成为孩子学习的楷模，成为身边人的榜样。这就是传播感恩最好的方式。一

名受资助的女孩在毕业后，回到山区成为了一名教师，她就自己的行为给感恩做了最好的回答，于我们

整个社会，只有感恩，才犹豫在《阿房宫赋里所描写的一样》“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则递三世可至万世

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有了感恩，我们民族的的发展，定能千秋乃至万世。

感恩，是一首曲子，我们每个人要成为五线谱上的符号；感恩也是一首诗歌，我们每个人只要努力，

就能成为里面最真实的句子。喝水不忘挖井人，这对于五千万浙江人民来说，我们更要记得感恩，懂得

感恩。我们如何感恩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后代就会一样的感恩我们。今天我们是喝水人，明天我们也是

挖井人。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沉淀的重要精神财富，它凝聚了民族的智慧，更能够看到民族的胸襟和

未来。习主席说过，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 ，只有不忘本来，才有未来。 ( )但是当课本上

的杜甫被各种调侃，影视剧里的经典故事被各种改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对于传统文化，那是神

圣的宝藏，需要我们满怀最高的敬意。

传统文化是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是氤氲叆叇 (yin yun ai dai) 中国山水画，是绕梁三日的越剧，

也是凤阁龙楼连霄汉的建筑。它们展现了华夏祖先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但是在当下，却存在

着全盘肯定外来文化，否定本土文化的思想，存在着模仿国外文化，摈弃自我传统的行为。岁月默默地

在传统文化的表面抹上了一层尘埃，让它变得黯淡无光。文化之本不能丢。我们每个年轻人，要能够不

断继承和发扬。这样才能代代相传。

不忘本来，我们需要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是父辈教导做人的“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做事的“天下之事，必作于细”、“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年轻人把时间放在了电

影院，放在了唱歌和玩耍。而面对丰富的民族文化，我们总是“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就像仿佛贺知

章在《回乡偶书》里表达“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多一点时间来认识传统文化，学习传

统文化，这些美丽的宝藏，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资源，真正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不忘本来，我们更需要善待传统文化。公交车上，我们需要为老人让座，善待老人称为我们的美德。

在家里，我们需要善待父母，孝顺是美德。传统文化就像一个耄耋老人，善待它，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美德。我们不能在杜甫的画像上娱乐，我们需要去了解他“国破山河在”的忧国，需要品味他“三顾频

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赞美。这是对杜甫致敬，是对唐诗致敬，也是对那让我们无比自豪的传

统文学致敬。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未来就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善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才能更加积极、

健康的传承。

传统文化要继往，才有未来。传统文化也是有生命的，他不只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的文化会不断随着时间做改变，从君主制到人民当家作主，从男尊女卑到男女不平等。我们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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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传统文化像一部正在书写的小说，在不断的书写着。只有我们更好的了解和运用传统文化，我们才

能描写出更加跌宕起伏的故事，才能带领着现在翻越一个接一个的高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让每个人都为我们的传统文化

贡献一个分力量，就能凝聚成传统文化更扎实的根基，才能看到更加枝繁叶茂的未来。让逆流而上，不

惧困难的钱塘江精神乘着传统文化之风，流淌进每个浙江人的精神血液中。这是我们的本来，更是我们

辉煌的未来。

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走好群众路线不仅体现了党政干部的工作作风，更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

展。彝族有句名言：最快的马追不上春风，最能干的英雄也离不开群众。现在社会发展讯息万变。更需

要我们紧紧团结群众，走好群众路线，不断的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群众的民族。共产党更是直接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党，从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给群

众，再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就是热爱群众，被群众拥戴，我们的国家才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分裂走向

了团结。从热爱群众的总理周恩来到为“青山处处埋忠骨，作千秋鬼雄不还乡”的孔繁森，从群众问题

群众解决的“枫桥经验”到王法金解决无业人员“饭碗”的“黄手帕工程” 。群众路线体现的不只是干

部的责任心。更体现干部的智慧。但是在走群众路线的时候，还存在部分党政干部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群

众之上，也有部分干部存在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情况。这是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更危害了政府的

形象，作为一名执法者，更需要我们身体力行，改变这样一个情况。

走群众路线，先要做到“眼睛向下看”。眼界决定心界。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群众的希望和群众的诉

求。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习主席讲过：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

我们要想民之所想。需要大家更加关注群众们关注的问题，多做好民生，基础建设的工作。让群么们吃

到安心的食品，享受健全的保障，呼吸新鲜的空气。屈原说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想目光汇聚群众之想，才能给我们的工作指明方向。

走群众路线，更要做到“劲头向下使”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中说到：群众期盼着改革，要讲更

多改革的“红利”落在群众身上，让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劲头向下使要求我们真刀真枪的干。

群众路线不是一句口号，而要每一个党政干部身体力行来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道路，通往村庄，越

来越多的农家书屋，超市在农村运营，我们也看到家电下乡、电影下乡、文化下乡的活动在开展。这都

是实实在在的劲头再往农村落实。树高千尺离不开根。只有不断做好农村基层的工作，才能让群众之树

根深叶茂。

走群众路线，最要做到“身体向下沉”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

众路线，不是坐在办公室能做出成绩，不是看电视采访能够看出成绩，而需要每一个干部亲力亲为。干

部脚下多少泥，老百姓最清楚。人民的好干部沈浩，就是亲自修路，开拓经济渠道，才不断带领着小岗

村走向富裕，这是沈浩的身体往下沉；1998 年习近平带着第二批援藏干部，开始了在高原上的服务，这

是习主席的身体向下层。而我们每个执法者，都需要真正身体向下沉，才能了解群众，倾听群众，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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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砸地有声的行为。

郑板桥说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群众之路是一条马拉松比赛，我们不仅需要正确

的方向，更需要不竭的动力。群众兴亡，执法者有则。只有保持着如履薄冰的谨慎和壮士断腕的勇气，

每一个干部都能成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代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