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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发布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实施纲要》提出，要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 把握规律、积
极创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
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达到一个新高度。

《实施纲要》要求推动道德
实践养成。

1. 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
动。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广
泛开展文明出行、文明交通、文明
旅游、 文明就餐、 文明观赛等活
动，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交往、
公共场所中的文明规范。 着眼完
善社会治理、规范社会秩序，推动
街道社区、交通设施、医疗场所、
景区景点、 文体场馆等的精细管
理、规范运营，优化公共空间、提
升服务水平， 为人们增强公共意
识、规则意识创造良好环境。

2. 深化群众性创建活动。 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突出
道德要求，充实道德内容，将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建设贯穿创建全过程。 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创建要坚持为
民利民惠民， 突出文明和谐、宜
居宜业，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和群众文明素质。 文明单位
创建要立足行业特色、 职业特
点，突出涵养职业操守、培育职
业精神、树立行业新风，引导从
业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为社
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文明家
庭创建要聚焦涵育家庭美德，弘
扬优良家风。 文明校园创建要聚
焦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各级党政机关、各行业各
系统开展的创建活动，要把公民
道德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以扎实有效的创建工作推动全
民道德素质提升。

3. 持续推进诚信建设。 要继
承发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
美德， 弘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文化、契
约精神， 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
诚信公约，加快个人诚信、政务诚
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
信建设，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

体系， 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机制， 开展诚信缺失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 提高全社会诚
信水平。 重视学术、 科研诚信建
设， 严肃查处违背学术科研诚信
要求的行为。深入开展“诚信建设
万里行”、“诚信兴商宣传月”等活
动，评选发布“诚信之星”，宣传推
介诚信先进集体， 激励人们更好
地讲诚实、守信用。

4. 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
要弘扬雷锋精神和奉献、 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围绕重大活
动、扶贫救灾、敬老救孤、恤病助
残、法律援助、文化支教、环境保
护、健康指导等，广泛开展学雷锋
和志愿服务活动，引导人们把学雷
锋和志愿服务作为生活方式、生活
习惯。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完
善激励褒奖制度，推进学雷锋志愿
服务制度化常态化，使“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蔚然成风。

5. 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
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
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倡导科学
文明生活方式，挖掘创新乡土文

化， 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 道德评议
会、红白理事会等作用，破除铺
张浪费、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
不良习俗。 要提倡科学精神，普
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
后文化，防范极端宗教思想和非
法宗教势力渗透。

6. 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
作用。 要制定国家礼仪规程，完善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规
范开展升国旗、奏唱国歌、入党入
团入队等仪式，强化仪式感、参与
感、 现代感， 增强人们对党和国
家、 对组织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充分利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
节庆和纪念日， 组织开展群众性
主题实践活动，丰富道德体验、增
进道德情感。 研究制定继承中华
优秀传统、 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
社会礼仪、服装服饰、文明用语规
范，引导人们重礼节、讲礼貌。

7. 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 要推动全社会共建美丽中
国，围绕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
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世界

海洋日和全国节能宣传周等，广
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实
践活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
意识。 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
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
色出行和垃圾分类等行动，倡导
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引导人们
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

8． 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展示文
明素养。 实施中国公民旅游文明
素质行动计划， 推动出入境管理
机构、海关、驻外机构、旅行社、网
络旅游平台等， 加强文明宣传教
育，引导中国公民在境外旅游、求
学、经商、探亲中，尊重当地法律
法规和文化习俗，展现中华美德，
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 培育健康
理性的国民心态， 引导人们在各
种国际场合、 涉外活动和交流交
往中，树立自尊自信、开放包容、
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

纪念我的曾祖父阎红彦
今年 10 月 26 日，是曾祖父

阎红彦 110 周年的诞辰。 虽然我
没有见过他，但从记事起，看到
家里摆放的照片，和从老人们的
谈话中，感觉他从未走远。

2016 年 7 月，我第一次和父
亲去曾祖父的老家———延安子
长县，曾祖父就是从这里走了出
去，走向革命。 到了延安的第一
站，便是红彦中学，它的前身是
红彦希望学校。

曾祖父为革命事业戎马一
生，很早就参加革命，但他非常
重视文化教育，后来在地方工作
的时候曾说“没有知识是建设不
了社会主义的”。 虽然出走大半
生， 但曾祖父非常热爱他的家
乡， 他深知陕北的贫穷落后，因
此在生前资助了很多父老乡亲

的后代们，用自己有限的工资去
培养他们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
让他们有了知识后能为改变家
乡落后面貌做贡献。

曾在曾祖父身边度过童年
的父亲深知他的愿望， 因此在
1993 年出资建了这所学校，捐给
家乡，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儿童都
可以接受教育，通过教育改变自
己和家乡。红彦中学也是当时整
个陕北地区第一个安装暖气等
现代化设施的学校。

来到有上千名学生就读的
红彦中学， 我为先进的教学设
施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惊叹。 长
期以来， 红彦中学升学率一直
保持在当地前三，不仅如此，学
校一直积极响应和落实政府的
教育扶贫政策， 帮扶有特殊需

要的当地家庭。在与校领导、老
师和学生们的交流中， 让我深
深感到这所学校对提高当地教
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重要性。
现在， 中国正处于飞速发展阶
段，新时期下，让红彦中学与国
际接轨， 让孩子们有更宽阔的
视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少年强则国强，未来，我也将积
极投入到公益教育事业中，希
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孩
子们。

在建国 70 周年之际， 以红
彦中学为寄托， 纪念我的曾祖
父， 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敬意，他
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
生， 他的精神永远指引着我前
进。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毕业，演员、编剧）

� � 阎红彦简介
阎红彦 ，陕西省安定 (今子

长) 县人，1909 年 10 月 26 日出
生 。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7 年参加清涧起义。 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 ，1931 年参与创建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
副队长、大队长。 1932 年 1 月 ，
与谢子长、 刘志丹共同组建西
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 任第一支
队支队长。 2 月，同盟军改编为
红军陕甘游击队 ，任大队长 、支
队长 、总指挥，是陕甘红军和革
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1934 年
被选派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代表到苏联。 1935 年受命
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恢复电
讯 联 系 的 密 电 码 提 前 回 国 。
1936 年任沿河游击队司令员 、
红 30 军军长 。 抗日战争时期 ，
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
团长 、 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兼

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 。 解放战
争时期 ， 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三纵队副司令员 、副政治委员 ，
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 。 参加邯郸 、定
陶、 鲁西南等战役和进军大别
山以及淮海战役 、 渡江战役并
向西南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 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
主任兼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
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 ， 中共四川省委书
记 、 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
记 ，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
1959 年 9 月后， 任中共云南省
委第一书记 、 昆明军区第一政
治委员、云南省政协主席 、中共
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获一级八
一勋章 、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
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 、二 、三
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 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 第八
届候补中央委员 。 “文化大革
命 ”初期，与 “四人帮”进行坚决
斗争 ，后遭迫害于 1967 年 1 月
8 日在昆明含冤去世。 1978 年 1
月 24 日 ，中央为阎红彦同志平
反昭雪 ，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
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举行的阎红彦同志骨灰安
放仪式。邓小平说：“阎红彦是个
好同志，我了解他。 他在云南的
工作搞得很不错。 这个人正派，
耿直刚强。 ”由于以阎红彦为首
的中共云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云
南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国民经济
调整中 ，扭转了困难局面 ，成为
全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
活改善幅度较大的省区之一。

(据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

链 接

� � 阎红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上将， 西北红军创建人之
一，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
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红彦中学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