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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第二阶段总结 
◆ 广东实验中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 

 

自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以来，学校一直扎实工作，重视

对各项计划、措施的落实，保证教育活

动取得成效。在“思想发动、学习培训”

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进入了

“党性分析、民主评议”第二阶段，学

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

小组继续抓好工作落实，务求实效。 

一、认真研究、明确目标 

1、制定实施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的部署，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了《学校“党性分析、

民主评议”阶段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工作目标、实施步骤、具体要求及需

要注意的问题。各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

反馈：《实施方案》对工作开展有较强

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党性分析、

民主评议”阶段各项工作落实奠定了基

础。 

2、进行动员。 

在认真研究、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

上，根据学校一校两区的实际情况，3

月 28日下午就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党性分析、民主评议”分别在

两个校区进行了动员。对前一阶段工作

作了简要回顾，对“党性分析、民主评

议”阶段工作作了动员和部署。 

3、对党支部书记进行培训。 

在“党性分析、民主评议”阶段，

学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

导小组召开各党支部书记会议，对他们

进行工作培训，部署工作，明确要求；

并就评议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审查；各

党支部书记工作认真负责，工作卓有成

效。 

4、开展党员谈心活动，并建立了

谈心卡。通过党员自我剖析，谈话人指

出不足，有效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

评，使党员受到生动的党性教育，并做

到边学、边查、边改。 

5、开展了百名党员心声活动。将

每个党员的相片、座右铭在全校公布，

激励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党员的先

进性；同时，接受群众监督。 

二、领导带头、狠抓落实 

1、学校领导到各党支部指导检查

工作。 

学校领导非常重视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每位党委委员联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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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支部，参加党支部党员的民主评

议。 

2、学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领导小组要求各党支部书记、党支

部委员带头征求党内外意见，带头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保证“党性分析、

民主评议”阶段工作不走过场，有实效。 

三、发动群众、征求意见 

1、学校党委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党

性分析、民主评议”阶段，利用各种形

式和途径，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分

别发放问卷调查表进行征求意见，以此

来巩固党群关系，树立党员的良好形

象。 

2、广泛征求意见。党委召开了各

种形式的座谈会，如民主党派人士、离

退休教职工、非党员教师、青年教师等

座谈会，向他们通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情况，并征求他们对

学校党委和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征求群

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既密切了干群

关系、党群关系，也获得了许多有利于

学校改革、发展的宝贵意见。并将征求

意见汇总，向各个处室反馈，要求各处

室提出整改措施。 

3、要求每位党员在规定时间内按

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写好自我剖

析材料，重点放在查找不足、剖析思想

根源、提出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方面；

同时，一方面按照要求征求党内外意

见，另方面把征求到的意见及时反馈给

党员，在进行民主评议之前，支部委员

对每位党员的自我剖析材料进行审阅，

对不符合要求的退回去限期重写。 

4、为了保证质量，各党支部认真

按照学校党委对各党支部书记进行培

训时提出的步骤要求进行民主评议：通

报征求意见的情况；党员个人本着“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做出深刻

的剖析报告；评议主要是提出不足；党

员本人对意见和建议进行解释和表态

提出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通过认真查找党员和党委存在的

主要问题，讨论学校制定的不同岗位党

员先进性的具体标准，并通过“自我剖

析、民主评议”，整改提高，全校党员

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对党员行为标准

模糊化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岗位

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从而更加明确

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大家认为，这次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确给全体党员提

供了一次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真正提

高的良机。党员们表示，在今后的实际

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党章》和这

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员先进性的具

体要求，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

治水平，增强党性修养。同时有2名中

青年教师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中，学校党委要求每位党员认真学习、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务必

做到“两不误、两促进”。教师党员自

觉地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

落实到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去。 

 

（责任编辑：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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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信仰从来不问得失 
��参加“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心得 

◆ 吴薇薇 
   
    不知不觉，入党已经快三年了。 

    参加工作后，我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

的人民教师，也同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

员。对于工作，我十分认真、兢兢业业，“把

学校当家，把学生当娃”成为了我们这些

年轻教师的真实写照。工作的繁忙劳累，

慢慢磨去了我的棱角，也悄悄地带走了一

些激情。只是偶尔空闲起来，才怀念起以

前追求党的那种狂热和执着，但那种对信

仰的执着和追求好像早已是很久很久以前

的事情了。 

当信仰似乎将要死去时，保持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这场有意义的活动犹如一

场心灵及时雨，“润物细无声”，让我获得

了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 信仰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观看录像《让党旗更鲜艳》是在学校

组织的党支部生活中。录像中的孔繁森、

任长霞、牛玉儒��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动

了千千万万的党员，当然也包括我。但录

像中最感动我的，是青岛港的一名普通党

员��许振超。他，一名只有中学学历的

普通工人，为了将青岛港建设成世界大港，

他硬是靠自学，学会了国外封锁已久的先

进技术，打破了世界装卸集装箱的记录。

在妻子送给他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一本

精致的笔记本上，没有浪漫的爱语，而是

写满了对工程技术的学习笔记。在许振超

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信仰是从不计

较得失的。”多么平凡的一句话，却深深震

撼了我的心。 

工作一年多了，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有无私的，当然也有功利的。每当我卖力

工作时，也会冷不丁的遇上这样的“冷水”

��“干得那么辛苦干什么呢？”��每

当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

但时间久了，看到周围的同事下班回家，

自己却出发家访，心里也难免会想：“到底

他们说的对，还是我做得对呢？” 

庆幸的是，看到许振超这位平凡而伟

大的党员所写的“信仰是从不计较得失

的”，我一下子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自己

在做的事情，不就是千千万万党员应该做

的事情吗？坚守岗位，不计较得失，这才

是共产党员，不是吗？ 

二、 信仰与行动相结合更有力量。 

在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中，各党支部都积极进行了讨论。讨论的

主要题目就是“如何将党员的先进性表现

于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一名党员，要积极学习理论，

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学生，一切为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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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的发展。”“业务尖子不一定是党

员，但党员必须是业务尖子。”��党员们

的讨论，把信仰和我们从事的教师职业紧

密地联系起来。最令我感动和高兴的是，

在讨论会上，我们决定为远在雪域高原的

西藏林芝一中贫困生捐款，资助学生们完

成他们的学业。在作出这一决定那瞬间，

我仿佛看到学生们那渴望学习的眼神，那

接到帮助时的微笑��我再一次为自己的

信仰而骄傲，为自己能做出一点点贡献而

自豪。是啊，信仰+行动=力量！ 

三、 信仰，超越生死的永恒。 

早春三月，天冷得很。但我们仍冒着

毛毛细雨，参加了一场难得的报告会。来

自四川重庆开县的优秀教师群体们，给我

们带来了另一次心灵洗礼。 

2003年，在四川开县发生了井喷事故，

这场特大灾害无情地夺走了 243 条生命。

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开县教委本着“学生

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救助每一位学

生，实现了一千多名学生的零伤亡转移。

很多党员老师为了学生，一心扑在转移学

生上，根本顾不上家人的安危。危难之中

见真情，这些优秀的党员同志们，充分表

现出共产党员舍身为人的高风亮节。 

刚刚工作时的我，常听到老教师们讲

这样一句话：“既然你选择了做教师这个职

业，就要记住�淡薄名利�四个字。”第一

次听时，还不明白。但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我明白了这四个字的份量。做老师，难；

做一名受人尊敬和喜爱的老师，更是难上

加难。在工作中，我明白了人们把教师比

作蜡烛的真正含义：当学生们健康成长，

懂得了做人后，你的教育才真正成功了，

而学生的成功，不是自己获名夺利的资本。

因为，我们将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

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老师全身心的爱和关

怀；在工作中，我明白了，教育战线是一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战胜的，是自

己��在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对于

事业的爱和责任是无限的。我相信，这是

每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 

在开县教师报告会上，我看到了党员

先进性的最佳体现。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是大无畏精神，更

明白了，真正的信仰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通过“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

一次又一次心灵洗礼，我更加坚定了自己

的信仰，我进一步认清了一名人民教师的

职责��爱学生，一切为了学生。我相信，

真正的信仰是从不计较得失的。当有一天

我们回首生命的旅程，我们会为自己的信

仰和行动而骄傲。 

 

 

（责任编辑：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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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党员职责  

                ——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心得  

 ◆ 欧水招 
 

最近，全党上下掀起了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也一次次地拿起《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系统地、结

合实际地学习其中的内容，使自己在思想

上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感悟，对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

平凡的岗位上如何履行党员职责，做一名

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此浅谈如下。 

一、讲真话，办实事，充分体现一个

共产党员的政治品德。 

张德江书记把敢讲真话提到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的高度，是十分正确、十分及

时和十分必要的。因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说实话还是说套话，这是反映党风正与不

正的问题。作为学校的医务室，真是“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日常管理制度、工

作制度、医生职责、消毒隔离、就诊转诊

等等，无不需要实实在在，步步到位，任

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非常严重

的后果，所以，我会本着一名校医，更是

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对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或存在问题的隐患，一定敢讲真话，向

领导汇报，敢干实事，出现问题及时改正，

使我们的工作能达到“学校放心、学生放

心、家长放心”的要求，真正体现一名共

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德。 

二、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在

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

切实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今天，我们虽然

处在和平建设时期，但也可能会发生各种

意想不到的灾祸和事故，在各种严峻的考

验面前，每个党员都应该有这种无私无畏

的献身精神。所以，在平凡的岗位上，我

会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全力

以赴，精益求精地干好每一项工作，处处

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三、勤于学习、勇于思考，做业务能

手。 

要像钟南山等等许多先进共产党员那

样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

求、一种思想境界来认识，来对待，孜孜

不倦地勤奋学习，勇于思考，善于把工作

重点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不

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成为部门

的业务能手。我虽然调来“省实”已有半

年之久，但因无系统地学习过学校卫生管

理，所以工作起来似乎有许多不尽人意之

处。最近，在校领导的关心下，我参加了

为期 3 天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健

康教育知识培训班》，受益非浅，明确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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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医的职责和要求，认识到我们原有的

工作应付常见病的诊治和学校环境卫生的

检查，是远远不够的，有许多内容和工作

我们没有做深、做透、做全，甚至有的从

未涉及。总之，这次学习的许多资料是我

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指南。虽然我不是校医

室的负责人，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

我会义无返顾地、脚踏实地配合领导把医

务室的工作一项项地完善、健全起来，使

我们的日常工作能做到有章可依、有据可

循，不断促进我校卫生工作的发展，使我

们的“省实”不但是教学的名校，而且是

育人的名校。 

四、努力践行“三个代表”，做一名新

世纪合格的党员。 

  我是一名校医，肩负着学校卫生管理、

防病治病的重任，践行“三个代表”的重

要指标，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师生服务，

做“你满意型”的校医。如果我的工作能

令领导放心、令师生满意、令社会认可，

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就不辱这一

光荣称号。故此，我时刻都以“你的满意

就是我的追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

根据岗前培训内容中对教师的“五个有”

和“四个喜欢”的要求，我对自己的职业

�校医，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五个有： 

（一）有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思想

表现； 

（二）有一切以学校卫生工作为本的

思想观念； 

（三）有刻苦钻研、开拓进取的精神； 

（四）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急师生之

所急，想师生之所想； 

（五）有探索现代学校卫生模式的积

极性。 

四个喜欢： 

（一）喜欢我的校医工作； 

（二）让师生喜欢我的为人； 

（三）让师生喜欢我的服务； 

（四）让师生喜欢和我交朋友。 

我会按以上要求努力塑造现代教育需

要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形象，做一名合格

的校医，更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我深深地认识到：保持共产党员的先

进性，不是一时半刻、随“风”而动的投

机行为，而是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持之

以恒、永不放弃的终生责任。只有这样，

才不辱于时代、不辱于“共产党员”光荣

称号。 

（责任编辑：钟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