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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心得体会选登

同心向党 奔赴远方 为改善妇女儿童健康状况而不懈努力

2021 年 7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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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名基层妇幼健康工

作者、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来说，深受鼓

舞，增强了我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的信心

和决心，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在肩。

一是以史为鉴，深知中国共产党之伟

大。100 年前，就是在中国处于一片水深

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处于重重压迫之中的

特殊年代，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当时，全国仅有 50 多位党员。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走过 100 年的光辉历程，通过

100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我们的党已经发

展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第

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一心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群众能够享有

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这一切，都

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和伟大，我

们每一位党员，都会因为是其中的一份子

而感到无比自豪。

二是学史明理，深知中国人民之伟

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和强调

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向往和平，但是不惧怕一切敌人，坚持以

革命的精神开展与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斗

争。100 年来，中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

共产党的周围，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

书写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鸿篇，建立

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实

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再向强起来转变

的伟大历程和历史蜕变，现在继续朝着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

正确道路奋勇前进。从此可知中国人民

无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

三是继往开来，增添全面实现中国

梦、实现共产主义的巨大信心。实现共产

主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毕生为之奋斗的

最终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则是建党第二个一百年我党努力的目

标，通过收看习总书记的讲话，促进了我

们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

现中国梦的信心，激励我们在开展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突

破和成就。

如今，我们处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

们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个中国公民，都

要铭记历史、铭记党史，鞠躬尽瘁，勇于奋

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走过百

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新的百年，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向党，奔赴远

方”。而我作为一名卫生健康工作者，要

增强本领，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为人

民群众健康而努力；同时，我作为一名妇

幼健康工作者，要心系妇女儿童，脚踏实

地，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改善妇女儿童

健康状况，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

力。

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不断优化社保服务
提升群众满意度

7 月 1 日，单位组织观看建党一百周

年庆祝活动，聆听了习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特别振奋人

心、鼓舞士气，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由然

而生。我为能生在中国，作为中华儿女

的一份子而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学

习党史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到今天

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安的生活来之不

易，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政

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进

一步坚定个人理想信念，增强民族凝聚

力和自信心。作为新时代党员，要时刻

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一是深刻认识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

就，坚定理想信念。100 年来，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先后创造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每个阶

段的伟大胜利、伟大创造都竖起了近现

代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丰碑，也向世

界作出了庄严宣告。历史实践证明，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习总书记的五个“庄

严宣告”铿锵有力，也使我倍感自豪，更

加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

二是续承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出的伟大建党

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精神之魂、之

根、之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党的

根本宗旨、奋斗目标和前进动力所在；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

鲜明的风骨和品质、特质和特点，是一

往无前、不可战胜的强大思想力量；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首要政治品格、根本政治立场。作为党

员要深刻理解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

刻内涵和时代价值，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

党的事业，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奋斗。

三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深刻认识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医

保中心的一名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群众满意度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经办服

务能力，切实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

的医保服务。强化群众观点，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以群众需

要出发，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数字化改

革，破解当前医保服务经办过程中存在

的难点、赌点问题，优化经办服务，提升

群众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践行党的宗旨 坚持人民立场 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

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

己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作为法院干警，

我们要践行党的宗旨，坚持人民立场、人

民至上，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努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不懈奋斗。结合工作实际有三点学习

心得体会。

一是坚持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作为法官，如何践行司

法为民？我认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

高无上的地位，更加主动做好司法为民

工作，更加自觉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更

加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在执法办案中，我们要站在人

民的立场思考问题、谋划工作，把人民群

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方便留给群众，

把麻烦留给自己。对法官而言，每一起

案件可能只是我们每年所办案件的百分

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却往往意味着百

分之百，有可能是毕生唯一的诉讼。我

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确保

事实认定准确，法律适用恰当，用百分之

百的努力维护当事人的百分之百。

二是坚持公正为基。“理国要道，在

于公平正直。”老百姓讲“一碗水端平”，

如果不端平、端不平，老百姓就会有意

见，就会有不满，久而久之就会影响社会

的和谐稳定。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

命。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作为法官，我们要把维护

公平正义作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诉讼服务、每一个

司法案件、每一处细节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要把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

作成效的标尺，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为人民群众做好“最后一公

里”保障。就执行工作而言，一方面，要

深化立审执破兼顾和自动履行正向激励

机制建设，以自动履行为目标，强化法院

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统筹，加大外部

各职能单位的联动，积极构建自动履行

为主、强制执行为辅的长效机制，营造诚

信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以严厉打击

拒执罪为保障，加大公检法联动共享，统

一拒执罪裁判标准，努力达到不想拒、不

能拒、不敢拒的效果。

三是坚持高效为先。案件质量和效

率是人民法院赖以存在的基础。俗话

说：“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果一个案

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即使结果再公正，也

会影响到当事人对法院公信力的评价。

作为法官，我们要坚持高效司法，进一步

提高办案效率，以高效促公正，努力提升

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对标对表一本通

有关执行工作，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法定审限内执结率、结案平均用时、执

行指挥中心事项受托平均用时等效率类

质效指标仍需进一步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闪

耀着人民至上的如磐初心。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要严于律己、恪尽职守、辛勤

工作，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

青年干部，我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勇

于担当作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作为

一名法官，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记

司法为民宗旨，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

坚定理想信念 在摸爬滚打中增才干
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我们领悟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

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

的强大精神。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

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凭着那么一股革

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坚持斗争，今天已

经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

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而党的未来属于青年，党的希望也

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

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

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

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作为一名当代青年，作为一名当代的审

计青年，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又能做

些什么？

青年干部要走好信仰之路。革命理

想高于天。一名青年干部有了坚定的理

想信念，开阔了心胸，提高了站位，就能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乱云飞渡仍从

容”；青年干部要走好学习之路，善于学

习，才能进步。青年干部要成长，必须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抓好理论学习

这门必修课。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

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青年干部

要走好实干之路，干部成长没有捷径可

走，年轻干部更应多到艰苦岗位和基层

一线去锻炼，接地气、经风雨、见世面，在

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

期望。我会把这种伟大的建党精神融入

到日常工作中，走好学习之路、走好信仰

之路、走好实干之路，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

□县人民法院 肖来

□县审计局 梅轶群

□县妇计中心 王佩英

□县医疗保障局 刘阿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