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
一， 就是经常有针对性地在群众中开展
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党联系群
众、教育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务工作
者值得借鉴的重要工作方法。如今，现代
传媒工具已被广泛使用，但是，无论多么
先进的现代化教育手段， 都不能替代面
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基层党员中大量
的思想问题， 尤其是困扰基层党员的心
理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种直接交
流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解决。 这也是当
前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和
要求。 下面就如何做好面对面思想政治
工作浅谈几点做法。

一、学会谈心，赢得基层群众由衷
的信任

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是党务工
作者靠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引导、
教育基层党员群众，把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 价值观转化为基层群众的自觉追
求和实践的过程。因此，一个优秀的党务
工作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
能得到基层党员由衷信任的人， 否则就
失去了教育引导基层党员群众的资格。
日常工作中有许多矛盾和思想问题是由
误解产生的，要消除误解，就要进行面对
面的“谈心”，这种“谈心”不是例行公事

的谈话， 而是像朋友那样谈思想、 谈感
情、谈价值观，做心灵的沟通，在共同关
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党务工作者要知
人性、通人情，尊重、理解基层党员群众
的个性和情感，学会谈心，并把它作为开
展面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
法。

二、善于倾听，给基层群众创造倾诉
衷肠的机会

做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能摆
出一副教育人的架势， 有的基层党员常
常会由于工作压力、人际关系、个人婚姻
和子女升学等问题而产生思想和精神负
担，这个时候很需要找个人谈谈心、聊聊
天，以减轻心理压力。 针对这种情况，现
在有的大型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配备了
心理咨询师， 开设了心理辅导讲座或心
理咨询热线， 心理咨询固然不能代替日
常的思想政治工作， 但党务工作者确实
应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咨询师， 要花心
思理解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善于倾听，
给他们创造倾诉衷肠的机会。 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要求你解决多大的思想问题
和实际问题，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思想问
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这个时候，你只须做
个好的听众， 满怀爱心地倾听就行。 倾
听，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用自己的耳朵

去说服他人，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这种对
话是用轻松自然的方式， 在倾听中了解
人们最关切的是什么，有什么意见建议，
同时适时善解人意地开展工作， 把情况
政策讲清，将心比心地讲道理，使基层党
员在无意识中接受教育转变态度， 如果
害怕群众找上门或者不愿听他们诉说，
他们的情感得不到宣泄， 或许本来是小
事一桩，结果可能就会闹出大矛盾。

三、唤起自尊,让基层群众有被尊重
的满足

做好面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条件是对对方的尊重， 与对方在感情
上、心理上相容。 进行面对面思想政治
工作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设法使人
们有一份被尊重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
除了积极参与管理，能充分发表自己的
意见外， 往往还会因为一个简单的表
扬、一个赞许的目光、一份关注，唤起基
层党员的自尊和自信，使基层群众感到
自己受到重视， 由此增强主人翁意识，
挖掘出自己还没有完全发挥的潜力。 从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适时地给予赞美、
肯定、鼓励，有时能将一名普通党员或
者落后分子转化为优秀分子。 因此党务
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基层党员群众身上
的“闪光点” ，善于及时地、公开地、面

对面地给予肯定， 做到鼓励要诚恳，赞
美要恰当，使基层党员群众意识到领导
的信任和尊重， 他们就会加倍努力工
作，珍惜这份信任与尊重。

四、明辨是非，敢于进行批评教育
党务工作者要倾听基层呼声， 尊重

基层群众，但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不能不
闻不问，更不能回避矛盾，而要从关心爱
护的角度出发， 通过适时适当的面对面
的批评教育， 使对方认识错误的原因和
改正的途径。 任何一次面对面的批评教
育，都应该以友善的态度开始，以尊重对
方的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同时
要顾及到对方的面子，避免一味指责，给
对方一个保全自身形象的机会。 有一些
善于调动党员积极性的党务工作者，往
往采取“三明治”的方法来帮助基层群众
改正过失，如私下里找他们谈话，先称赞
他已经做得很好的那部分工作； 而后指
出一件没有做好或者可以做得更好的
事，并且帮助找出适当的改进方法；最后
再次赞扬他的某些优点。这种方法“忠言
顺耳”,使基层党员对批评意见易于接受，
愿意主动改正，当然，对于犯有严重错误
的党员和群众， 也应依照规章制度进行
公平公正的处理， 这也是帮助教育本人
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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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
岳阳市岳阳楼区金融办 李凤求

亲爱的祖国：
自 1949 年你重获新生以来，今年已

是第 70 个年头了。 回望历史，经过了五
千多年的风雨，你走到了今天。

一个多世纪以前， 正当你被腐朽的
封建制度折磨得疲惫不堪时， 一群来自
欧洲的强盗炸开了你的国门， 他们仗着
船坚炮利，在你的国土上烧杀抢掠，贪婪
地侵略着你。 不久，你大洋彼岸曾经友好
的邻邦， 又对你展开了了长达八年的侵
略。 在这样的风雨摧残之下，我的祖国，
你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可你却始终
没有倒下。 因为你的背后，站着四万万中
华儿女；你的肩上，承载着华夏五千年文
明！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
子，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 ”我想，他是对

的。从战争与欺凌中觉醒的你，早已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肥
羊，而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面对霸权，你不再屈服，而是敢于反抗。 终于，你的强大
让世界为之赞叹， 近半个世纪以来横行世界的霸权主义在
你这里行不通了。

面对挑衅，你不再隐忍，而是给予反击。 从去年三月份
开始，美国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施压你。 对于美国的一
意孤行，你不论怎么劝说、谈判都无法阻止。最终，你忍无可
忍，给予了美国有力的回击，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自信自强的
中国。

面对差距，你不再逃避，而是奋起直追。 改革开放以来，
你迅速地发展进步，保持着让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你克
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迅速地崛起着。 而未
来，你仍将继续前行。

面对成就，你不再固步自封，而是砥砺奋进。 你汲取了
几个世纪以前那个“天朝大国”的教训，不再自视甚高，闭关
锁国，而是永不满足于现状。 在不断的发展中，你成为了科
技水平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强国。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仍筑中国魂。 亲爱的祖国，我为
你点赞！

祝：
繁荣富强 人民安乐！

你的儿子
2019 年 7 月

（指导教师：岳阳市一中 柳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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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破晓，乍露金光，天地间的黑白仿
佛一下子被驱逐干净， 芸芸众生各就其位、
按部就班。 那一角方圆早早地列好了队，庄
严而肃穆。 我屏住呼吸，跟着乌压压的人群
一起将目光汇集在那支队伍上，他们从容不
迫、稳健有力，每一步都像是钢刀出鞘般规
整而锋利， 他们的脚步声像是一首军歌，节
奏铿锵、曲调激昂，一步步地踏在我们的心
上，直到他们走到目的地，分列站好，一只手
将手中的红旗奋力掷出，这时沉默突然被一
声高亢的嘶鸣打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

我浑身战栗，触目可及，一抹鲜艳的红
色迎风飘扬，湛蓝的穹顶如幕布一样铺展开
来，任由振聋发聩的宣誓响彻上下：把我们
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的血脉跟着
激荡不止，从尚要母亲牵着手的稚童，直到
许多年后的今天，只要想起在天安门广场看
到的这一幕，仍然会心潮澎湃。也正是因此，
从那时起，我的脑海便盘桓着一个巨大的问
号：我们祖国新的长城，在无数血肉垒砖作
石之后，是否已然建成？

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仿佛已经是十分
渺远的事情，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信念仍然在每个中华儿女的骨子
里生长。为了建成新的长城，前辈们抛头颅、
洒热血，用悲壮换回峥嵘，以鲜血书写歌谣，
从重重压迫中站起，我们推翻一座又一座大
山，终于换来天安门上的朗朗宣言。“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了！ ”每个人都知晓，这意味着什么，我
们的新长城，已经找到了建设的方向。

建国之后，近百年时光的积累，轰轰烈烈的
探索运动，我们探寻、谋求和争取，让人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想到，曾经荒芜和
贫瘠的东方土地， 其实是一片潜力巨大的沃土，
因为党的挖掘和修葺，显露出大国模样。 曾经的
烛光伴着夜光，变成了一城又一城的霓虹；曾经
双脚丈量的土地，如今铺就了纵横的铁道与高速
的长龙......新旧之交，宏章奏响，时代新声从建设
者口中逸出， 从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升腾而起，汇
聚在中国的心脏， 我终于听清那声音： 繁荣、富
强！ 也终于明白，新的长城已然建好！

生活在华夏的土地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

份发展中的幸福。 作为新世纪的第一代
人，“00”后实在是被选中的幸运儿：我们
生于祖国高速发展的时期， 老旧事物快
速消亡的同时， 新事物的不断出现填补
了空白。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计算机进入
人类生活， 谁能想到今日已是 5G 的天
下？ 妈妈说她们小时候的服装只能去百
货大楼买布再拿回来请缝纫师傅缝制，
且款式乏善可陈。而现在，电商的发展延
伸了我们的眼睛和手臂， 不出家门便可
得到天下万物，且应有尽有。 不得不说，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而这样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不仅仅只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中， 而是在祖国的各行各业、 每一个角
落，演绎了 70 年的辉煌，我想，那些跨过
新旧世纪之交的老一辈人， 想必会比我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一直在见证奇迹的发生，蛟龙入海、嫦
娥飞天， 港珠澳大桥战胜距离、 条条高
铁，跨越千里……

身为普通学子， 我们沐浴在党的关
怀之中， 五四讲话时习总书记对青年人
的勉励言犹在耳，我永远记得，国家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党的正确领导
才得以通达的目标。我永远明白，国家从
强起来到一直强下去， 依靠的是我们这
些年轻的臂膀。就如同梁启超先生所说：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

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 如今，接力棒马上就要传递到我们的手上，我
听见新章奏响， 时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拷问：你
准备好了吗？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国之于我，是
家；我之于国，是一份子，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发
展的洪流中超然物外。 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更
是时代的亲历者，谨以一腔热血、一片赤诚，为祖
国的发展添砖加瓦，为民族的未来添薪加火。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如一轮明日高高
悬挂在我的心头，纵观百年变化，华夏继往开来，
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
豪。 回过神来，我已然不是当年的那个孩子，站在
校园的红旗下，我的心更加坚定，为中华之复兴
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路漫漫其修道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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