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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支撑关系的学说，也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
之上的感性认同，表现为个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系列选择。国家通过历史文化、生活保
障、安全环境等多种渠道支撑起个人生活的意义与条件。但这些支撑在日常生活中过
于稳定，以至于只有在这些支撑崩溃的时候，众多个人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才体会得到
这些支撑的可贵。中国人民将历史上反复取得的这种经验积累为爱国主义的学说与感
情，并将之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形成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进而塑造
了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来源：共产党员网

区交通局

实地督查创城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近日，区交通局到地铁S1线上岸站、新城地

区公交路段、快4公交场站实地检查创城工作。

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详细对标对表创城指标，逐一查看地铁S1

线上岸站、快4公交场站和场站周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设置情况、公共空间环境秩序卫生情况、无障碍基础设施、环卫消防

基础设施、垃圾分类、绿色文明出行提示等情况。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要求行业管理部门及时沟通协调相

关单位和属地，及时清理整治，要求地铁和公交部门加大文明交通

宣传力度，坚决杜绝站内外卫生死角，严格落实好创城公共秩序文

明交通各项指标要素，认真做好测温扫码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

保良好的文明交通公共环境秩序。

为打造我区便捷畅通的公交出行环境，进一步优化完善公共交

通运输结构，区交通局围绕泰安路、龙园路、华园路、雅安路等路段

开展了现场公交调研工作。

126个社区治理
电动自行车未上牌照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史博文）为助力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规范

电动自行车管理，近日，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组织11个镇街126

个社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治理行动。

在专项治理过程中，各镇街全面排查社区内、背街小巷停放的未

上牌照电动自行车，结合车辆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清理整

治；对非机动车停车位内的未上牌照电动自行车进行排查清理；对主

次干道上路行驶的未上牌照电动自行车进行集中执法检查，对不按

规定上牌照的电动自行车依法予以处罚。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

群众上牌照服务工作。

经过各镇街全面排查，全区已处置无牌照电动自行车260余辆，

转交相关部门处置6辆，清理废弃电动自行车190余辆，治理乱停乱

放1600余处，登记备案17852辆，宣传劝导5586次，联合执法28次。

下一步，我区将通过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未上牌照治理专项行

动，形成人人参与，合力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集中消除治理死角和

盲点，实现问题清零，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安全，为辖区居民营造

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打造安全稳定、秩序

优良的社区形象。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区新闻出版局

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宣传教育活动

暑假不文明旅游行为要不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28)

绿色通道 专人专车

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本报讯（通讯员 刘杨）区儿

童福利院坚持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服务宗旨，打造“扶弱

护益践初心，爱心护苗共成长”

工作品牌，树立了民政为民的良

好形象。

区儿童福利院强化党建引

领，以抓党建、提服务为目标，一

手抓党建，一手促保障，实现党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互融共通，有

效提高了服务水平。

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党员干

部思想教育，让每一名党员明确

初心和使命，发挥党员在服务群

众、服务未成年人、促进社会和

谐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实

践中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

用，紧贴福利院孤儿及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需求，在制

定丰富实用的服务计划基础上，

充分发挥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优势，协调区检察院、

区教委、区妇联等职能部门，联

合研究解决共性问题，不断提高

我区困境未成年人服务水平，为

孤残儿童提供精准帮扶。

区儿童福利院以未成年人

保护为抓手，不断改进工作作

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落

实政策法规，推动儿童保障工作

信息化建设。按时发放困境儿

童生活费及各种补贴，完善儿童

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信息。加

强沟通联动，统筹推进困境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临时监护

本区困境儿童及非京籍受助儿

童。开展全区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巡视探访项目及未成年人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做好

基础保障，提高机构孤弃儿童收

留抚养服务水平。做好院内孤

残弃婴儿的养、治、教、康等相关

工作。通过第三方服务方式，持

续开展心理疏导服务项目。发

挥民政部门在孤儿成年安置工

作中的协调与指导作用，做好区

儿童福利院孤儿成年后的安置

工作。

此外，区儿童福利院严格落

实相关要求，多措并举，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我区困境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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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良）近日，永

定河文化博物馆开展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小小志愿

者 讲文明故事”宣讲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新桥路中学爱

好历史文学、文物研究、展览讲解的

12名中学生参与，他们成为了永定河

文化博物馆的小小志愿者，今后将积

极加入到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各项

活动中。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由 3 名志

愿者分享了文明故事，通过讲故事

的形式，让文明与文化交织在一

起，加深参与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解，并将其落实到现实生

活学习中。

本报讯 7月22日，区新闻出版局

携手更读智慧空间组织开展以“博识多

彩生活、描绘乐趣童年”为主题的预防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老师围绕过度沉迷网络

游戏等行为的危害，展开了生动的讲

解，小朋友们纷纷发言表示：“过度沉

迷网络游戏，不利于身体健康成长，

甚至会使我们形成错误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应该正确使用网络，不能让

网络掌控我们的生活。”

小朋友们表演了舞蹈、朗诵、武

术、书法等节目，并请外教老师带领

大家开展英语互动阅读，通过活动

培养小朋友更多的兴趣爱好。

此外，小朋友们还参与绘制“博识

多彩生活、描绘乐趣童年”长卷，并作预

防网络沉迷的宣誓。宣誓过后，每位小

朋友都得到一张“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

迷少年推广大使”荣誉证书，成了小小

宣传员。

区委宣传部/供稿

炎炎夏日，永定河吸引了不少家

长带着放暑假的孩子前来赏景游玩。

河道内水流湍急，希望家长做好安全

教育和监管，确保游玩安全。

在永定河龙泉湾段，有的家长带

着孩子到河里蹚水，还有家长带着孩

子穿过防护栏在岸边钓鱼，甚至有市

民直接站在叠水池中钓鱼，湍急的河

水已没过膝盖，十分危险。尽管河道

两岸设置多个安全警示牌，并加装了

防护栏，但仍有家长和孩子视而不

见，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在此提醒各位学生和家长，假期安

全不容忽视，要注重旅游、食品、交通、防

溺水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和监管，提高孩

子安全防范、应急避险和逃生自救能力。

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二、人间正道开新篇——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1610期）
13.为什么必须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坚定制度自信，是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

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我国社会

主义的根本性质，借鉴了古今中

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集中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

优势。比如，我国的政治制度，既

能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又能保证

国家机关高效协调运转，避免了

一些西方国家党派纷争、利益集

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

问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也有利于

调动各方面资源，避免了许多资

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贫富差距拉

大、社会矛盾加深等弊病。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发

展起来了，壮大起来了，人民生活

显著改善了。这次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

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显著优势进一步彰显。事

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

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一

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

体系。必须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坚

持好、巩固好、完善好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坚定文化自信，是因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

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的

文化自信从历史传承中来、从革

命奋斗中来、从改革创新中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涌

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闻

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留下了

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等浩如烟

海的文学经典，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提供了丰富精神滋

养。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是在长期艰苦奋斗中不断淬炼

的文化精华，红船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这些宝贵精神

财富，是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

力。可以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

定文化自信，不断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

广袤土地上，吸吮着 5000多年

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

养分，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

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

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坚定“四个自信”，

我们就能毫无畏惧战胜一切困

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

天地、创造新奇迹。

(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文明网

区儿童福利院

打造“扶弱护益践初心，爱心护苗共成长”工作品牌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7月22日下午，

一封装有天津财经大学高考录取通知

书的邮件抵达中国邮政门头沟分公司

石龙支局门头沟营业部，这是今年我区

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标志着我区

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下午 3 时 30 分，邮递员拨通了高

考录取通知书邮件上的联系电话，在确

认考生在家后，邮递员准备投递。不到

10分钟，速递车便来到邮件送达地址。

在认真核实信息无误，办理完签收手续

后，邮递员将装有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邮

件交到考生手中，考生第一时间拆开邮

件查看，和家人一同分享喜悦。

近期，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的

投递高峰期，与其他邮件不同，高考

录取通知书投递有一套更加严格的

程序和要求。

中国邮政门头沟分公司石龙支局

门头沟营业部主管吕朋栩说:“ 为确保

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速、安全、准确投

递，我们提前安排部署，开辟了绿色通

道。高考录取通知书不与其他邮件混

合处理，由专人、专车投递，确保零误

投、零丢失。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近期要保持联系电话畅通，方便邮

递员及时联系。寄送地址为学校或单

位的，应及时到学校或单位确认高考

录取通知书是否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