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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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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人员在西长安 街 街 道 全 响 应 网 格 化 社 会 服 务 管 理 指
挥分中心工作。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建立了大数据服务平台，打
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4 月 10 日摄）
游客在拍摄中南海红墙外绽放的玉兰花（4 月 1 日摄）
图 / 新华社

中南海红墙外， 玉兰花绽放；新
华门前，五星红旗高扬。
万紫千红总是春，最浓是这中国
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西城区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以“绝对
忠诚、责任担当、首善标准”为内核的
红墙意识，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首都，怎样建设首都”，加快疏功能、
转方式、治环境、补短板、促协同、惠
民生，推动城市深刻转型，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出崭新风貌。

绝对忠诚
红色信仰始终融入血脉
面积50.7平方公里的北京市西城
区，历史文脉厚重，红色基因鲜明。
这里是首都北京的肇始地——
—
广安门外，蓟城纪念柱高耸，象征着
这座千年古都3000多年的建城史。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
地——
—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作为中
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曾在这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呼
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受其影响
的毛泽东等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
这里是首都功能核心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党中央、 全国人大、国
务院、全国政协在这里办公，国家许
多高层次对外交往活动在这里展开。
“1999年， 为完成国庆50周年服
务保障任务， 我们首次提出红墙意
识。 ”作为离中南海最近的街道，西长
安街街道工委书记陈振海说。
2014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在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中倡导红墙意识。如今，
这一意识在全区日渐深入人心。
特殊区位决定特殊使命和责任。
全心全意服务党中央、保障党中央、守
护党中央， 成为一代又一代西城人的
自觉意识，而这样的意识，源于西城人
骨子里的红色基因。
“铁肩担道义，信仰铸忠诚。”距中
南海不远，长安街南侧一处平房，就是
北京市西城区红墙意识党性教育基
地， 墙上十个字鲜明昭示了以李大钊
为代表的早期优秀共产党人的品格。
红色，象征绝对忠诚，昭示坚定信
仰。这种
“中国红”，深刻融入西城人的
血液中，成为他们忠诚坚守的源泉。
以忠诚为第一特点的红色基因，
流淌在西城区公安战线一位位“红墙
卫士”的血脉里。
府右街派出所， 离中南海仅一墙
之隔，是距离党中央最近的派出所，主
要工作是站岗、巡查、维护治安。
“围着红墙巡查一遍下来， 快点
要45分钟，慢点要80分钟，工作虽然
简单，但是责任重大。 ”府右街派出所
副所长谢刚说，“没有缉私禁毒的叱
咤风云， 没有要案侦查的惊心动魄，
我们唯有忠诚坚守、默默奉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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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忠诚两个字刻在心里，这份工作
真干不下来。 ”
以忠诚为第一特点的红色基因，
不仅流淌在“红墙卫士”的 血 脉 中 ，
更流淌在西城的基层干部、 普通群
众身上。
不久前被提拔为西城区展览路街
道办副主任的张伦生此前长期在城管
队工作，人称“
城管铁人”：为解决动物
园地区的交通、环境、治安等问题，多
年来起早贪黑、 坚守岗位。 有人说他
“傻”，但他从没一句抱怨。
2017年，西城提拔使用了30名类似
张伦生这样的基层干部。“
他们年龄不
一，但共同特点是对党忠诚、敢拼真干。 ”
西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仕柱说。
离红墙近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
使命。 身着红马甲，戴着红帽子和红
袖章……“西城大妈”已成为一支有
近10万名成员的群防群治队伍，在西
城的大街小巷维持秩序、 邻里守望、
排查隐患，成为红墙边儿的又一道红
色防线。
从延安来到北京， 延安革命纪念
馆原副馆长霍静廉深有感触地说，红
墙意识的“
红”与延安精神的
“红”是一
脉相承的，都强调对党绝对忠诚，对事
业忠诚，本质上是一致的。

责任担当
改革发展使命始终扛在肩上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真正的忠
“
钉钉子”精神
诚，在于敢动真碰硬，用
推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014年2月和2017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两次到北京考察， 对北京
城市规划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作
出重大部署。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
设首都”……面对这一重大命题，作为
首都核心区域的西城，该如何作答？
“
近年来，我们大力践行红墙意识，
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决不
折不扣落实好中央、 市委决策部署要
求，勇于担当，敢啃硬骨头，切实让习近
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在西城
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卢映川说。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
规划建设的
“牛鼻子”，更是硬骨头。
这是一个个令人欣慰的消息——
—4
月3日， 西城区政府和北京建筑大学签
署推进
“
动批”转型升级框架合作协议；
作为高科技企业，360企业安全集团也
将进驻曾经的万容天地服装批发市场。
创新使用产权换疏解模式、 创新
“减量平移” 模式……疏解过程中，每
一家市场、 每一个摊位背后都涉及商
户、市场方、产权方的利益，西城区常
务副区长、 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总指
挥孙硕说，为了顺利完成疏解任务，同
时保证商户的基本合法权益， 西城结
合实际探索出了6种疏解工作模式。
12家市场闭市、1.3万个摊位疏解
……2017年11月，随着最后一家市场的
闭市，
“
动批”彻底告别西城。 而目前，旧
的批发市场已经变身为宝蓝金融创新
中心、北矿金融大厦、首建金融中心等。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
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 ”4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北京时的讲话言犹在耳。
如今，改变正在发生。 什刹海边，
为了和周边风貌相匹配， 曾经的地安
门百货商场，不仅降层，而且装修得古
色古香，变身专营文化会展、酒店民宿
等新业态。伫立楼顶远眺，可见钟鼓楼
和什刹海的春日美景。
不只是地安门百货商场。 2017
年，在西城区，北京坊精彩亮相，浏阳
会馆（谭嗣同故居）等15项文物腾退
项目启动， 护国双关帝庙、 护国观音
寺、三清观等完成腾退，沈家本故居活
化利用，
“公车上书” 发生地杨椒山祠
正在腾退清空……
更多的变化，还来自西城以
“街区
整理”为代表的老城复兴。 西城区副区
长徐利说，街区打破了现有街道或社区
的规划界限，跨越地理空间规制，按照
功能性对西城全区区域单元进行细致
划分，针对性进行城市修补、生态修复、

文化复兴。 按照计划，今年西城区将统
筹编制各街区的设计方案，形成覆盖区
域、街道、街区、街巷胡同、老旧小区、平
房院落六大系统的街区设计体系。

首善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初心不忘
西城人常说：“我们离党中央最
近。 ”西长安街新华门
“为人民服务”5
个大字十分醒目。 这5个字，同样出现
在西城每一名党员胸前的党徽上。
2016年11月15日，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带着自己的选民证到位于
西城的怀仁堂投票站， 参加西城区人
大代表的选举。
领袖来自人民，也热爱人民——
—
曾经负责西城广外地区环卫工作
的刘群英，对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春
节前在手帕口清洁站慰问环卫工人的
情景记忆犹新。
“党的领袖深知，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共产党才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强烈的宗旨意
识起了决定作用。”解放军出版社副总
编辑董保存说， 红墙意识的根本就在
于
“人民”二字。
总书记牵挂着西城的群众， 西城
广大党员干部也一直以首善标准，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升改善民
生水平，提高城市温度。
党的十九大以来， 西城区四套班
子在宣讲十九大精神过程中收集群众
提出的各类问题和意见120余条，涉
及18个方面，这些问题被细化为“民
心工程”任务单、路线图和时间表，成
为各职能部门的阶段性目标。
用脚步丈量街巷， 用行动践行红
墙意识。北营房北街街巷长王立平每天
都要在街巷巡查，“老百姓的小事儿就
是我们的大事。”王立平是军转干部，工
作内容变了，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没有
变。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
更要善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西城区社工委书记、 社会办主任
李薇说， 目前西城“民生工程民意立
项”工作共完成132个民生项目，涉及
住房条件改善、公共设施、社区管理、
社会服务等领域。
“为人民服务，是红墙意识的直接
体现。 ”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说，为百姓
办实事，更要听取他们的有效建议，既
提高问题解决的精准度， 也增强居民
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
宁认为：“西城区红墙意识的塑造和运
行实践， 为现代社会条件下在国际化
大都会实现有效基层治理， 提供了一
个范例。 ”
红色基因，引领民族复兴；红色精
神，激发人民奋斗。红色，见证了中国人
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程，也必将见
证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