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这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党和军队
光辉事业的离休干部的临终遗言———

“关于我寿终丧事的办理一切从简，
火化。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
不保留骨灰和骨灰盒。”

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
夫，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病重之际一次交
纳12万元党费，用朴实行动展现了老一
辈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书写了一
位革命军人永不生锈的忠诚本色！

“这辈子一直跟党走，下
辈子还要做党的人”

2018年1月20日， 是个令人刻骨铭
心的日子。

病榻之上的周智夫戴着氧气面罩、
颤抖着双手，接过组织派人送来的党费
交纳收据，顿时热泪盈眶。

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缠身：胃下垂、冠
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因严重骨质疏松全
身多处骨折……2016年以来的大多数
时间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他深感自
己时日不多，迫切要完成一件大事。

“我要交党费。”2017年7月的一天，
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二女
儿周卫平拉到病床边，郑重地说。

女儿很诧异：“爸，你不是一直在交吗？”
“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周智夫的

话，并没有让家人感到意外。2017年11月1
日，这个全家人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
智夫的遗嘱：“对党知恩报恩， 就涌泉相
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

周智夫出生在苏北革命老区，19岁那
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军走
上革命道路，亲身经历了祖国在党的领导
下从贫穷苦难走向繁荣强盛的全过程。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生死考验，他对
党忠贞不渝；和平建设时期，面对各种诱
惑，他理想信念坚如磐石。

“这辈子一直跟党走，下辈子还要做
党的人。”陪伴父亲走过最后一段时光，
周卫平一点点读懂了父亲，“他最后的想
法是，自己岁数那么大做不了什么事儿
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只能交点党
费，所以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了。”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要用一生去报答”

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清晰地记
得，2016年8月的一天巡诊时，周智夫因
腰椎骨折在家静养。

刚走到沙发前，周智夫就紧紧拉住
他的手说：“我们的领土绝对不能被别
人占了！”

由于激动，周智夫说话的声音很大：
“如果再打起仗来，只要祖国需要，我还
要上战场，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

让这位90多岁的抗战老兵热血沸
腾的，是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周边某个国
家因为岛屿问题不断挑起事端的新闻。

“我的战友为了祖国解放牺牲了，
他们都很年轻。” 周智夫沉痛地说，“祖
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1946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连队
支部书记的周智夫身负重伤， 子弹从他
左肩窝贯通到右肺， 又打进一位战友的
小腿。战友们不顾个人安危，一边与敌人
殊死战斗，一边用担架抬着他7次辗转治
疗，最终将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这次战伤， 周智夫右肺切除近三分
之二，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落下三等
甲级伤残。

真正让周智夫铭记一生的， 并非自
己的战伤， 而是战友的牺牲：“我活下来
了，可那个年仅17岁的战友却因为截肢
伤口感染，最后还是走了。”

一想起这些，周智夫总是老泪纵横：
“当年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始终没有丢
下我，我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
我们这一家子。”

“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要用一生
去报答。”老伴娄淑珍说。

“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
渴望去听听党的声音”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 映入眼帘的是
窗台上的书籍、报纸、杂志，几页信纸上
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 床头柜上
还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助听器、笔记本是老周学
习的‘三件宝’。”娄淑珍说，为了收听广
播、上课学习，他专门花1万多元钱配了
助听器。每次干休所的广播系统一响，他
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 把手拢在耳边
凝神细听，生怕漏一个字。

年逾九旬， 他一如既往听广播看新
闻， 最爱学的文章是习主席系列重要讲
话，最爱读的报纸是党报党刊，最爱看的
电视是“新闻联播”和革命战争片。

这几年， 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症愈发
严重， 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阻挡他学习

的热情：“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渴望去
聆听党的声音，学习党的精神。”

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周智夫很想
听听习主席的声音、看看大会的盛况。但
是因多处骨折，他只能卧病在床，于是他
就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从头到尾聆听
了习主席所作的报告。

对党的理论高度认同、对党的领袖
真诚拥戴、对党的事业坚定执着，周智夫
用一生坚守了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

“待遇好是组织给的，有
标准也要省着用”

随着职务的提升，周智夫给自己定
下了为组织多着想、多分忧、多添彩，对
组织少提要求、少讲条件、少添麻烦的

“三多三少”原则。即便离休后，也从未向
组织张过口、伸过手。

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国家给予
了周智夫很好的生活保障，可他却常讲，
待遇好是党对老干部的关心，但我们不
能可着劲儿用。在住房、用药、用车上，他
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离休多年，他一直住着90平方米的
公寓房， 直到2008年才搬入102平方米
经适房。

在用车上要求更严。2012年暑假，
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
他，期间小孩感冒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
孙女背着爷爷向所里要了车。周智夫知
道后严厉地批评：“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
过公车，你这样做坏了规矩，以后不能这

样子，否则就别再来了！”随后，他自己掏
钱补交了车费。

迟暮之年， 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
加严格。 他每年实际药费连标准的一半
都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
标准也要省着用。”

“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
代留精神”

“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
与周智夫相濡以沫77年的娄淑珍说，“老
周一辈子没给儿孙挣得什么金银财富，
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70年代， 周智夫调任北京，
这个时期，几个子女正值就业的年纪。身
居重要岗位的周智夫并没有在子女问题
上打过一声招呼。

在周智夫言传身教下， 后辈们很争
气，都靠着自己的拼搏奋斗事业有成，周
智夫一家也成了邻里羡慕的和睦和谐大
家庭。

今年年初，当12万元的特别党费交
给组织后， 周智夫对家人提出最后的要
求：“我不想要骨灰盒了，也不要留骨灰，
让他随着烟雾空气飞向祖国空中， 再落
入祖国大地， 为发展农业再尽微薄能
量！”

3月28日，周智夫溘然长逝，享年94
岁。

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老
人用一生坚守的精神信仰， 已如春风化
雨满人间！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永不生锈的忠诚本色
———追记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的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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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再推出7项减税措施

监管考核银行普惠金融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5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7项减税措施，支持创业
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部署对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实施监管考
核，确保今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为降低创业创新成本、增强小微企业发展动力、促进扩大
就业，会议决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加大减税力度，一是将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
业新购进研发仪器、 设备单位价值上限， 从100万元提高到
500万元。 二是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以上两
项措施实施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三是取
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四是将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五是将一般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与高新技术企
业的限额统一，从2.5%提高至8%。前述三项措施从今年1月1
日起实施。六是从5月1日起，将对纳税人设立的资金账簿按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征收的印花税减半，对按件征
收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七是将目前在8个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的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
人投向种子期、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有关
优惠政策分别自1月1日和7月1日起执行。采取以上7项措施，
预计全年将再为企业减轻税负600多亿元。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强对小微企业、
“三农”等薄弱环节的普惠金融服务，必须落实好已确定的政
策，让企业切实感受到融资成本下降。目前大中型商业银行已
普遍设立普惠金融机构，下一步要将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情况作为监管支持政策重要参考，制定监管考核办法，抓紧完
善普惠金融服务保障体系，使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和
脱贫攻坚。

人民日报评论员
“要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网信

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
度，深刻阐明了网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
性问题，对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
时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贯穿到网信工作各方
面 、诸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之所以能推动网信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最根本的就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正确引领。作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我们才能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要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中央决定把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就是为了加强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决策和统筹协调作用。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
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
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各级党政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
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就要打造一支过硬的干部人才队
伍。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讲政治是对网信
部门第一位的要求。网信队伍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把讲政治、懂网络、敢担当、善
创新作为重要标准，把好干部真正选出来、用起来，为网信事
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和队伍保障。

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网信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我们就一定能构筑国际竞争新优
势，在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中更好实现亿万人民的伟大梦
想。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载4月26日《人民日报》）

� � � �“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
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的重要指
示， 在浙江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
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改善环境、补齐短板，让广大农
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原来村道上泥泞不堪，鸡鸭比人
多，而现在没到节假日，村里游客就络绎
不绝。”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
镇白鹤村是下山脱贫的移民安置村，通
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整个村容村貌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书记的指示，
让我们更坚定了自己走的路。”东坑镇党
委书记吴海东说，路好了，村美了，人来
了，如今家家户户找到了致富路。

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葛学斌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农村基
层群众增强了久久为功的信心， 扎实推
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万千
美丽乡村，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

被认为是发达地区的杭州市西湖
区，乡村建设也曾存在“灯下黑”。通过
“山水林田湖路村”全面整治，村镇环境
改善，产业形态升级，百姓口袋也鼓了起
来。西湖区委书记章根明表示，将认真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按景区标准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真正把美丽写在西湖大地上。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在“江南水乡”绍兴柯桥，印染纺织
行业走上了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之路，农
村也从“百村一面”到“一村一品”，全力
挖掘特色之美。“要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指示，因村制宜，不搞千村一面。”柯桥
区委书记沈志江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道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需要把握的准则。”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认为，“因地制宜”
就是以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 分类推进
“千万工程”， 重点建设中心村和农村新
社区，改善人居环境，完善服务功能，提
高辐射和带动能力。

“精准施策”还要坚持规划先行。浙江
省农办介绍，目前浙江形成了以县域美丽
乡村建设规划为龙头， 村庄布局规划、中
心村建设规划、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为基础的

“1+4”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

改善环境、补齐短板，
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浙江的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了在“千万
工程”推进中，坚持“群众视角”，把一件

件民生小事作为一个个着力点， 逐步解
决群众关心的件件事情。

浦江马岭脚村，江南山村绿色掩映，
山水优势凸显，很多农居改造成了粉墙
黛瓦有山居特色的民宿，农户在自家庭
院当起老板。然而，过去的“水晶之都”浦
江曾被称为“住在垃圾堆里赚钱，躺在医
院里花钱”。

“老百姓的笑脸值千金。”马岭脚村村委
会主任张开富说。浦江痛下决心，花了三年
时间生态重建，低小散全部关停，企业入园
区规范排污，河道整治……尽管阻力重重，
但这一民心所向的举措最终取得了成功。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基层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画出了路线图，明确了
工作法，我们倍感振奋。”三门县委书记
杨胜杰表示，“千万工程”让三门农村生
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正向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转变。只有“全景式”
的美丽乡村才能盛得下乡愁、拢得住人
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才能水到渠成。

（据新华社杭州4月25日电）

� � � � ———五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在浙江引起热烈反响

� � � �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园中阅读报纸（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江西工人运动先驱陈赞贤
� � � � 位于
江西省赣
州市南康
区的东山
公园内 ，
一座墓碑
坐 落 亭
中， 背倚
青山 ，庄

严肃立。拾阶而上，只见亭上刻着“鞠躬
尽瘁千秋仰，取义成仁万载传”，无声传
递着后人对革命先烈陈赞贤的深切缅
怀和崇高敬意。

陈赞贤是中共早期的著名工人运
动领袖之一，1896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
（现为南康区）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投笔
从戎，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 陈赞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派到广东南雄任总工
会委员长。不久，又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
命军第2军第5师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陈赞贤
受党组织派遣， 回到江西赣州领导工农
运动。在陈赞贤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成
立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他任支部书记，
同时兼任国民党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
农运动指导员。 在中共赣州特别支部领
导下，赣南各县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发
展党员，宣传革命道理，推动工农运动，
声援北伐战争。

1926年11月， 赣州总工会成立，陈
赞贤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 赣州总工会
一成立， 立即发动全市工人开展以保障
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
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 为了推动罢
工运动继续高涨，在总工会领导下，又举

行了全市钱业店员的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 这是赣州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大罢工。彼时，工人运动开展得
轰轰烈烈，素有“一广州、二赣州”之称。

然而， 赣州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
起了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恐
慌与仇视， 他们勾结起来企图扑灭工农
运动的熊熊之火， 大革命的形势开始逆
转，白色恐怖已经迫在眉睫。

1927年3月6日，进驻赣州的国民党
反动军队以所谓“制造阶级斗争”“扰乱
治安”“破坏社会秩序” 等罪名逮捕了陈
赞贤。敌人逼陈赞贤签字解散总工会，停
止工农运动。 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头
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国
民党反动军官手拿着蒋介石的密令，恶
狠狠地说：“蒋总司令有令在此， 今晚要
枪毙你！”说完，反动军官及十几个刽子

手同时开枪射击， 陈赞贤身中18弹，壮
烈牺牲，时年31岁。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
功。”在陈赞贤的重孙陈金金看来，曾祖
父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艰苦
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
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陈赞贤1918年在南康创办了东山
高等小学，如今更名为东山中心小学。校
园内竖有一尊陈赞贤塑像， 后面墙上刻
有“弘扬赞贤精神，培养时代英才”几个
大字。一直以来，弘扬“胸怀大志、追求真
理、爱国爱民、勤俭奉公、无私无畏、敢为
人先”的赞贤精神，是这所学校德育教育
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南康人坚定遵循
的信念。

（据新华社南昌4月25日电）

陈赞贤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坚持网信事业正确政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