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召开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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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8日上午，
厦门召开全市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每逢重要节点，都是推动老
干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重要
机遇。要以党建为引领，
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深化实施“一十百
千”
工程，
组织筹办
“三大红色主题

鹭江秋红

2021 年 5 月 31 日

牢记嘱托强信念 感恩奋进谋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福建考察，
引发厦门老领导老同志热烈反响之三

习近平总书记福建考察，
在厦门老领导老同志中持续
引起热烈反响。老领导老同
志学习重要讲话精神、畅谈感
想体会，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
牢 记 总 书 记 的 嘱 托 ，不 忘 初
心、砥砺前行，为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奉献余热，不辜负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和
深情厚谊。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洪华生：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
设高度重视。2000 年就推动福建
率先在全国探索生态省建设，我当
时在省人大环资委还起草了福建生
态省建设的若干规定。这次他到了
武夷山，又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
样性，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
和发展，并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省建设布局，科学制定时

间表、路线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建设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宏伟
蓝图，凸显“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山海相拥、城景相依”的“生态花
园”城市特质，高标准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我们要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实施蓝天、碧水、蓝
海、净土等工程；要建设沿海全覆盖
的生态廊道，以海沧湾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为契机，推动建设集生态休
闲、旅游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海洋与
城区景色相协调的秀美海湾；要推
动构建滨海湿地蓝碳示范区，为建
立不同类型的滨海湿地固碳增汇生
态管理模式提供可借鉴的厦门经
验；要依托科技力量和研究基础，争
取率先建立福建蓝碳交易市场，推
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推进排
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我们需要
抓住机遇，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用新发展理念来构建我市生
态文明建设。我相信，厦门一定能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勇立潮头，为“中
国之治”
贡献特区力量。
●市委原副书记、市关工委主
任陈炳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为全省大发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也为
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全市各级关工委要把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
任务。当前，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对
关心下一代工作都高看一眼厚爱一
分，我们要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认
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班人。
要按照省委、市委的部署和要
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了
十几年，对福建情况熟、感情深，所
作的重要讲话针对性、指导性强，
为福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擘
画了蓝图。为此，学习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是做好福建各项工作，包括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根本遵循。
●市直机关工委原副书记、
市老
党员志愿者服务总队总队长曹俊生: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让我感受最深的
是总书记在考察期间，深入基层，
翻山越岭，走村入巷，望山看水，关
心最多的都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的民生大事。总书记还饱含深情
地提出：
“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
现更大突破”，彰显了总书记“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心中始终装着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幸福。我们一
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忘初心
使命，把离退休视为老有所为的新
起点，退而不休献余热，老不倚老
写新篇。发挥老党员志愿者的作
用，传承红色基因，为党的事业增
添正能量。发挥老同志的自身优
势，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市委老干部局）

陈嘉庚秘书、95 岁老党员、原副市长张其华：

百名老党员向党说句心里话

忆峥嵘岁月 话入党初心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老同志受党教育培养多年，
对党具有深厚感情，
是百年辉煌党
史和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亲历者、
见证者、实践者。近期，市委老干
部局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百名
老党员向党说句心里话”活动，讲
好初心故事，共同追忆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的伟大历程，为奋进新
时代凝聚磅礴力量。即日起，市
委老干部局与厦门日报联合推出
专栏，选登部分老同志对党的深
情告白。
文/本报记者 陈 璇

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那
些跌宕起伏的革命故事，在近百年
的风雨洗礼中，饱经沧桑却历久弥
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今年 95 岁的老党员张其华，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偏远海岛走投无
路的“穷小子”逐渐成长为共产党员
的人生历程。无论是激烈残酷的地
下斗争，还是硝烟弥漫的对敌战斗，
抑或是激情澎湃的新中国建设大
潮，这位拥有 75 年党龄的老人，早
已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用毕生的
奉献和信仰，为党的事业发光发热。

誓雪国仇家恨
投身戎马革命洪流
张其华出生在惠安的一个海
岛。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中发生的
几件大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
了革命的种子。
1937 年，
“ 七七事变”后，张其
华的三哥前往漳州参军，一心上阵
杀敌、保家卫国。但很快三哥就发
现自己加入的国民党军队并不准备
抗日，而是要去闽西剿灭所谓的“共
匪”。他决定携枪投奔真正抗日的
共产党军队，事发后被国民党枪毙，
年仅 19 岁。
四哥不到 18 岁就在惠安县城
做警察。一次，班长带他去查一个
乡保长开的赌场，不料被围攻，四哥
被打得遍体鳞伤，僵持中开枪打死
保长，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四哥无
处可逃，只能出海做工，碰到台风不
幸遇难，
时年 21 岁。
大哥原本在厦门开明戏院做职
员，厦门沦陷后跟大批逃难百姓回
到家乡，结果乡镇官员看到大哥有
点小钱，就谎称大哥从沦陷区出来
的有可能是汉奸，抓了他三次，每次

人物档案：

张其华（右一
右一）
）陪同陈嘉庚在延安参观
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本组图//受访者 提供
（本组图
提供）
）
都需用钱赎回，大哥一度只好搬到
惠安县城找老乡借住。
日本军队登陆过张其华的家乡
三次，
当地还有多股海匪势力。海匪
会抢劫富人和外地船只，
日本军队杀
害了无辜的渔民、
烧毁写了抗日标语
的房子，
而国民党的军队不仅不敢抗
日，还经常打着剿匪的旗号，上岛抢
劫渔民。
“剿匪”前，他们先在对岸乱
开枪扫射一通，
等海匪听到动静撤离
后才登岛，
每次来，
都带着挑夫，
家家
户户搜刮金银财宝，
连衣物和家具都
不放过。年幼的张其华逐渐发现，
国
民党竟然比海匪还要坏。
张其华是家中幺子，除了他，其
他八个兄弟姐妹最多只读了两三年
书。为了助他到安溪的集美航海学
校读书，
家人付出很多。而他在校期
间，
因为看不惯国民党恃强凌弱的做
法，与驻军发生冲突，被学校开除。
正当他自觉无颜见家中长辈，
走投无
路之际，
集美中学几名进步同学帮助
引导他，
让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改变旧
社会，
彻底推翻国民党腐败政府才有
出路。于是，1946 年 5 月 1 日，20 岁
的张其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继承战友遗志
坚定初心奉献一生
入党后，
张其华便在安溪、
厦门、
晋江一带搞学运，做地下工作。一
次，他受命为游击队运送一批物资，
不想物资被国民党“水警署”查扣
了。更危险的是，
藏在暗格中的解放
区的歌词和书籍也被翻了出来。形
势危急下，
张其华立即暗示送行的一
位小弟弟向“厦门市临工委”委员纪
华盛报告。当时厦门的码头被三大
家族把持，
“水警署”
非常忌惮。不一
会儿，
“水警署”
被纪氏家族的码头工

张其华，1926 年
出生，福建惠安人。
1946 年 5 月 入 党 ，
1950 年开始任陈嘉
庚先生秘书兼任集
美学校委员会副主
任。1961 年以来，先
后担任过厦门市委
统战部部长、市政协
副 主 席 、副 市 长 等
职。1961 年起任福
建省政协第二届至
第 七 届 委 员 。 1996
1955 年 ，张其华（右二
右二）
）陪陈嘉庚参加 年离休。
集美学校运动会开幕式。
集美学校运动会开幕式
。

人包围，
他们无奈只得放人。
这样的险情时时发生。当时地
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地下党员
如果找不到组织，就没法开展工作，
而重新寻找组织关系，很难，随时都
有被俘的危险。当时在安溪参加游
击战的地下党员黄协荣因来不及撤
退被捕。在被关押的 41 天里，黄协
荣坚贞不屈，一直保守党组织和游
击队的秘密。最后，他挺直胸膛，一
路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安溪县城
头的沙滩上英勇就义。凶残的国民
党挖出了他的心脏，一位老妈妈用
自己的衣服将黄协荣的遗体和心脏
一起包藏，交给赶来的遗属。
厦大的地下党员陈庚申被俘
后 ，面 对 敌 人 的 严 刑 拷 打 毫 不 妥
协。他忍着剧痛，高唱“解放区的
天，是明朗的天”，吓得敌人匆匆将
他乱枪杀害。在现场目睹的群众自
愿发起募捐，当晚偷偷将陈庚申的
遗体入殓安葬。
两位烈士都是张其华熟悉的战
友，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并肩作战
淬炼出来的革命友谊，如金子般闪
耀。张其华把内心巨大的悲痛转化
为拼搏战斗的力量，他暗暗告诉自
己，要坚定信心，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一定要以胜利告慰战友的英灵。

践行诚毅校训
不遗余力弘扬嘉庚精神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
初心和理想正在变成现实，他们的
信念依然熠熠发光。新中国成立
后，张其华激动地见证着这片土地
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是集美校友，从 1950 年开
始，张其华担任了陈嘉庚先生的秘
书 11 年，耳濡目染下，张其华进一

步加深了对“诚毅”校训的理解，其
中一件小事让他记忆犹新。1958
年，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
区土地有限，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
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大片土地收回
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
示嘉庚先生，结果受到严厉批评。
嘉庚先生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
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
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
校这种错误主张。
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处处有
关于
“诚毅”
的标语，
嘉庚精神早已深
入人心，
张其华更是将弘扬嘉庚精神
当做毕生使命。2003 年，他撰写了
《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一书，
记述
陈嘉庚先生从 1949 年回国到 1961
年逝世这些年间热情参与新中国建
设的感人事迹，
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朴
实无华的文字，
讲述了嘉庚先生倾资
兴学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作为陈嘉庚的秘书，张其华对
陈嘉庚的访问行程做了详细的记
录。离休后，他将这些记录修改成
《陈嘉庚访问全国各地的游记稿》，
并捐赠给陈嘉庚纪念馆。这份游记
稿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情
况相关资料的补充，为嘉庚精神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张其华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
的。新中国成立前，
我在安溪看到农
民们都吃不饱、穿不暖、读不起书，
现
在他们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看到
祖国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越幸福，
我更加铭记党的恩情，不忘战友的
遗志，我将继续响应市委老干部局
的倡议，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为
党分忧，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
事，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为厦门的发展发挥余热。”

十个一系列活动”。会议强调，要
切实加强对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的领导和指导：一是突出政治引
领，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二是突出
作用发挥，深化增添正能量活动；
三是突出深度融合，
探索新发展路
径。 （文/图 市委老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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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学党史
老骥伏枥办实事

我市离退休党员干部及老干部
工作者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市委老干部局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离退休
党员干部及老干部工作系统积极响应、精
心组织，在做实规定动作的同时，不断拓展
自选动作，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推动离退休
干部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
以百年辉煌历史激励时代新人
近日，市委老干部局与市关工委联合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讲座，邀请市关工
委副秘书长、市委党校原党史党建教研部
主任、教授石仑山讲授《百年征程 百年辉煌
——中国共产党百年回顾与启示》党课。
市关工委常务工作班子和市委老干部局机
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在职党员近百人参加了
学习。石仑山教授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及推进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等四方面，深刻讲解了党的百
年历史和光辉成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和智慧力量，以及百年党史对推
进当前党和国家事业的启示。参与学习的
同志们一致认为，党课以唯物史观和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对老同志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很有帮助，
很受教育，很受启发。
除了课堂学习，市委老干部局还组织
党员干部前往陈嘉庚纪念馆参观学习《延
安精神 永放光芒》主题展览；在厦门破狱斗
争旧址举行“红色故事、红色对话”会，邀请
老党员李旭鸣为机关年轻党员、思明第二
实验小学师生、老民警讲述 1930 年“五二
五”破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红色故事；组
织党员干部观看《战鼓逐浪》系列视频、
《绝
密使命》历史剧等；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围
绕 4 个专题开展 4 次以上集中学习研讨。
多措并举，搭建载体
组织离退休干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线上线下联线互动。市委老干部局精心
组织全市离退休干部收看中组部老干部局、
省委老干部局举办的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等多场网
络学习报告会，
在全市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开设红色课堂，
紧贴老同志学习需求和身体
状况特点，
采取
“小集中，
大分散”
的灵活学习
形式，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心得交流会。
特色活动如火如荼。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
开展
“三大红色主题十个一系列活动”
，
鼓
励老同志以对话、
诗歌、
书法、
绘画、
文艺演出
等形式
“说”
党史、
“写”
党史、
“画”
党史、
“展”
党史、
“演”
党史。成立调研组分赴各区各单
位进行
“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
专题调研，
积
极筹备《人民至上——厦门市离退休老同志
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
宣讲宣传齐头并进。继续深化
“一十百
千”
工程，
引导老同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组
织老干部宣讲报告团进社区、下基层、到乡
村、入高校宣讲党史国史和厦门发展史。如
老干部宣讲团成员、集美中学原副校长冯沿
江登上诚毅讲坛，为嘉庚学子们开设两场
《赏鳌园党史石雕 颂嘉庚爱党精神》主题教
育讲座。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全市老干
部宣讲团累计宣讲近三百场。
学史力行，聚焦难点
高质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市委老干部局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内容，覆盖
全局、贯穿全年，认真研究解决老同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加快推进民生保障项目建设。推进老
年大学新校舍建设，
提升老年大学办学条件
和服务能力，解决一座难求、招生规模小问
题。加强鼓浪屿疗养院基础设施建设，
为疗
养对象提供安全、
温馨、
舒适的疗养环境。
积极开展离休干部精准服务调研。对
全 市 市 属 离 休 干 部 开 展 精 准 服 务“ 再 调
研”，调研组逐一入户上门，贴心交流，问需
问计，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以“等不得、慢
不得、耽误不得”的紧迫感，进一步提升离
休干部精准服务水平。
发挥老党员优势，
广泛开展志愿助困活
动。组织全市158支老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为
社区群众围绕主题宣讲、
基层换届、
扶危济困、
健康义诊、
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