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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文 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
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是发展壮大，面临
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遇到的风险和挑战
就会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
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
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
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就要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一百年
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
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
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在
百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
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
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
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
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
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
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
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当
年，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

“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
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走过来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这样走过来的，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期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回望过往
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
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
好、发扬好。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
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
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顺利开启，同时我
们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
这些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
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

“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回首百年征程，我
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
政党，党的事业总是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中
前进的。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
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时一口气列了
17条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次重要会议上专门强调要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
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建党一百年
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
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
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
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
的危险的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
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回顾
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
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
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
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
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当年，延安整风使全党端正了思想
路线和政治路线，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党八股，明确了继续前行的努力方向，对夺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
用。许多民主人士由衷感叹：“中国的希望在
延安”。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
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
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
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
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
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
之。”学习历史，要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
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让我们在复杂形势面
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政治本色，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加强党
的自身建设，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
革命，始终坚守革命理想，坚持人民至上、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
对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积累了弥足
珍贵的历史经验。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
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
力水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清形势，把握规
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就能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
成现实。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与历史同步
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
来。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以史鉴今、资政育
人，我们一定能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
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风雨无阻、坚毅前
行，一鼓作气、继续奋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在日常小区生活中，市民最担心的就
是家中跑冒滴漏无人管，遇到难题物业不
解决，而智慧小区则建立了投诉报修一站
式的处理模式，问题处理没处理随时预警，
处理超时物业人员要受处罚，市民督办。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智慧小区的物业管理
电子大屏上，重点设置了投诉处理的板块，
每位进出小区的市民都可以通过实时闪烁
的数据，查看整个物业报修和投诉的处理
情况或自家问题的处理结果。“23楼的水压
低，已经去处理了。”“二楼漏水，正在疏通
管道。”……随着预警提示的响起，报修点

儿的物业人员一一向值班管家回复具体问
题的解决程度。

居民孙文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漏水都
要跑去物业报修再回来，现在手机直接发
送，5 分钟内维修人员就上门。服务好不
好，我们直接把意见发送物业负责人。“网
上信息交办，减少了多人的传递，处理时间
快了，效率高了，也更便于物业的管理。”物
业赵经理告诉记者，维修监控中设立维修
工单、疑难问题维修代办、巡检打卡等栏
目，照片、信息的传递，让物业管理提供更
细致的服务。

投诉报修一站处理 超时将受处罚

线上线下服务圈 小区生活更惬意

□文/摄 本报记者 张立 仲亮

“我开窗户抖衣服灰，今天风大，衣服不小
心掉楼下了。”“你好，我们看到了在二单元雨搭
上，一会管家找人帮你取。”……

12日，我省智慧社区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去年我省规划建设的首个智慧小区项目——哈
尔滨学府经典小区经过建设后正式亮相，记者
走进智慧小区现场感受便捷、高效的惬意社区
生活。

与其他封闭小区一样，学府经典小
区也是封闭式管理，在小区大厅设置了
进出闸口。但与其他小区刷卡不一样，
这里还有更智慧的进入方式，无论业主
还是访客都可以直接无感自动进入。“这
是 1301业主家的客人，业主在手机上进
入访客管理系统上传访客的图像，通过
后访客可以直接进入小区。”现场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经常有居民忘带门禁卡，或
者还要特意下楼接客人的情况，但开通
智慧管理后随时无感进入小区大门和居
民单元门。走进学府经典入户大厅，一
块智慧管理的大屏直接映入眼帘，屏幕
中有小区内监控画面、人员和车辆进出
的实时情况等。更特别的是，这里的监
控直通到居民家终端，居民登录后可以
随时查看小区内的情况。12时，在小区
的儿童游戏区，两名小朋友正在玩游戏，
而旁边没有家长在看护。“这么大的孩子
可以独立玩耍，家长在家中看着就行
了。”物业人员现场通过手机向记者展
示，通过智慧平台监控小区游戏区的场
景，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手机上可以查
看。

小区无感进出
楼下情况随时查看

高空抛物是小区物业管理的难点，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涉及区域内的居民
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在智慧小区的
管理中，设计了小区高空抛物实时监控
板块，实时监控的 5栋楼的情况清晰记
录。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居
民楼下都安装了仰角监控设备，每个监
控视频的实时画面全部上传到智慧物业
平台，实行全天候监测，自从安装了高空
抛物实时监控系统，有效避免了高空抛
物事情的发生。同时，为了让业主居住
更安心，智慧物业系统对所有进出小区
的车辆和人员也进行了人流、车流监控，
哪辆车进入了小区的地下车库，哪个人
进入了小区，在什么位置停留，智慧物业
系统都将其记录在案，大屏幕上都能准
确地查找到位置。“像老人在小区中摔
倒、孩子迷路、外来装修人员任意进入楼
道、寻车等情况，都可以通过系统来智慧
管理。”

高空抛物实时监控
人车实时定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的首个智慧
社区又称为智慧云社区，以一云、三端、五
系统为构架，以云平台为载体，电脑PC、移
动APP、电视大屏三个终端为依托。“为了
让辖区居民能享受到智慧服务，针对一些
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情况，还搭建了电视
服务功能，居民在家利用电视享受智慧生
活。”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居民李
大爷今年78岁，是一位独居老人，以前物业
管理人员只能有空去探访，但现在老人通
过在家中的电视上操作，就可以随时呼叫
物业客服，物业工作人员也可以随时查看
老人情况。“你看屏幕上都有，买药、找家政
人员、订餐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便民服务
系统呼叫，挺方便的。”李大爷说。

记者在智慧小区栏目中看到，除了搭
建物业综合管理系统外，还搭建了多媒体

融合发布系统、政务便民服务系统、物联综
合感知系统、电子商务综合运营系统等。
在物业管理中同时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建立“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为社
区居民提供物业缴费、故障报修、社区监看
外，还配有调查反馈、应急管理、健康防疫、
投票选举等生活服务功能。

省物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该小区是我
省智慧物业的首个试点，未来将逐步推广
和完善，构建线上线下生活服务圈，形成集
养老、托幼、家政、文化、健康的完整小区生
活，满足多样化的购物和生活服务需求。
也将成为住建、公安、街道等相关职能部门
打通百姓沟通渠道，提供监督、监管、报送、
备案等数据管理接口，通过将物业管理融
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物业服务向高
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线上线下服务 满足多样化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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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尽最大努

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

住房困难。

4月12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仪

式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行。该专用通道覆盖洋浦经

济开发区、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等9个园区，以园区企业为服务对象。

山东省考古队员在对菏泽市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时，发现了156座汉墓，并发现了9座东周墓葬、5个商代灰坑

和27个龙山文化灰坑。

继2020年11月福建上杭县龙翔村首次发现大规模晚白垩世
恐龙足迹群化石240余枚后，科考人员近日又在当地发现恐龙足
迹化石约364枚。其中，一处约100平方米区域集中了200余枚
恐龙的足迹，这一现象被恐龙足迹学界称为“恐龙舞池”。

4月10日19点35分许，北京欢乐谷海洋馆内一高空游乐设施
“飞鲨战队”发生故障，多名乘坐该设施的儿童倒挂高空约 1分
钟。游乐场员工紧急维修后，该设施恢复正常。

元气森林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从2月4日起生产的大部分
乳茶和3月18日起生产的全部乳茶，其包装从原来的“0蔗糖 低脂肪”
改为“低糖 低脂肪”。从3月20日起生产的全部元气森林乳茶，原料

中不再含有结晶果糖。对此，依然有网友表示：“骗我长胖”。

东京奥运会火炬12日结束了在古城奈良的传递，一名109岁
的老妪坐在轮椅上完成了接力，创造了参加奥运会火炬接力年龄
最大者的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工作人员监控投诉处理情况工作人员监控投诉处理情况。。

正在运行的管理平台正在运行的管理平台。。

物业智慧管理示意图

手机可监控小区各处情况手机可监控小区各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