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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1945 年 6 月
19 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等
13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
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
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为中央政
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1949 年 3 月 5
日 -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34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列席的重
要工作人员有 11 人，因为交通条
件等原因缺席者 20人。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听取
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即《在中国
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 1945 年
6 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
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
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
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
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
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
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
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
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
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
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和主要途径。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
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
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
“八一”二字。

全会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
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
的各项方针。全会根据当时三大战
役后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基本消灭的
事实，认为今后消灭残余的 100 多
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
北平、绥远等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是
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
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其原
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
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会
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
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
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
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
会运用这些方式。同时，为了解决已
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
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
210 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
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
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

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
心的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
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用乡
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
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
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
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
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
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
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
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
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
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
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中立，以便向帝
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
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
凶恶的敌人。

全会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
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
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
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
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
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
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
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
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
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
经济方面，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
产值中，工业大约占 10％左右，农
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这是党在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
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
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
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
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
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关于对外政策，会议指出，我们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
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
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
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
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
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之
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

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之后，我们愿
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
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
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
中国以合法地位。

最后，全会提出了加强共产党
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
蚀的问题。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
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
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
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
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
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
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
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
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
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
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
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
备。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950 年 6 月 6
日 -9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
有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7 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
人及有关工作人员 43 人列席了会
议。

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
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
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
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
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
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
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
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
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
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
作以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
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
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
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
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
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
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
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
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
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
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
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
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
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
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
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
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
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
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
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
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
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
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
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
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
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
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
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
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
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
的全党整风运动。七届三中全会确
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
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
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
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
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
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
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
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
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
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
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
不反对我们。

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
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
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
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
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
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
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
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
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
消灭资本。

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为争
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
斗争》的报告。

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
土改委员会由 11 人组成，刘少奇负
责。

全会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
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
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
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
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
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4 年 2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于1954年2月6日-10日
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35人，候补中央委员 26人。中央各部
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
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 52 人列
席了全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
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
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
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44 位同志在会
上发言。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
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
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
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
央政治局关于 1954 年内召开党的全
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
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
次全会。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于 1955 年 4 月 4 日下
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

全会批准了 1955 年 3 月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
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
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
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5 人，候补委员 6
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
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
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

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
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955 年 10
月 4日 -11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
的有中央委员 38 人，候补中央委员
25 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
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
部门党组负责人等 388 人列席了会
议。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
范章程（草案）》。全会把党内在合作
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
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农业合作
化运动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
判所谓右倾错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
选举办法的规定》。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于 1956 年 8 月 22 日、
9 月 8 日、9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出
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44 人、候补中
央委员 23人。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
规则 （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
（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
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 （草
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
（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稿）》、
《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
章程 （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
的报告 （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 年到 1962
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主席团名单 （草案）》、《党的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 （草
案）》。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
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
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
央委员名额为 170人。

新华网

中共第七届历次中央全会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
年 4月 23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
共 755名，其中正式代表 547名，候补代表
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
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
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
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 20岁左右。

4月 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
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
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
墙上张贴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等标
语，靠墙边插着 24 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
党 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
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
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
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
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
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
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
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
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
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
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
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
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
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
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
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
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
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
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
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
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
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
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
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
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
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
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
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
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
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
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
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
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
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
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
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
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
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
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 44 人，中央候补
委员 33 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
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
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
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
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 年 6 月 11 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
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

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
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
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
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
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
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成
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
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多年曲
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
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
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
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
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
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
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
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
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
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
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
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
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
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
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
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
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
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
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
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原理，经过 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
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
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
了一个过程。1941 年 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
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
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
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
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
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
年 7 月 5 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
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
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
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
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
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 年 4月，党的扩
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
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
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
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
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
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
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
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
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
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
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
程努力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
中央委员 44 人，中央候补委员 33 人。随后
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
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

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
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
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
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
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每当我上下班从单位走过，墙
上悬挂着的“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醒目大红条幅总是触动着
我，这引发了我对安全生产有了新
的思考和理解：企业是生产的主体，
安全生产既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也
是企业永远的责任。作为企业员工，
我们被称为企业的主人翁，我们卸
不掉安全生产的责任，因此，承担安
全责任、落实安全责任，也是企业员
工的一项义务和使命。

安全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全员参与，综合治理，常抓
不懈。只要我们真正把安全装在心
中，强化安全意识，增强安全责任
心，安全生产才不会受到威胁，安全
才有保障，生命才会美丽。

安全生产需要我们的责任，安
全生产更加依靠我们的责任去落
实。工作有难易之分，能力有高低之
别，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份责任心。责
任心是工作无差错的重要保证，有
句话说得好：“在岗位，尽本份”，就
拿我们加油站来说吧，因为有了责
任心，我们确保了工作场所的安全、
保证了营业款安全。为了承担这份
责任，我们会从细节中查排事故隐
患，工作中一旦发现加油机声音异
常、加油岛上有油渍，我们会立即停
止加油，报告领导，及时处理，查看
是否有加油机皮带松动现象、有没
有加油机漏油等故障；为了承担这
份责任，我们会制止那些在加油站
内拨打手机顾客，去疏导那些乱停
放在站周围的车辆……

安全是把双刃剑，你遵守它的
规则，它就会保护你，你违背了它的
规则，你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因此，
安全需要用实际行动维护，去落实。
这让我回想起了我自己的亲身经
历，记得二十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
我骑着自行车，一手握着车把，一手

打着遮阳伞，经过一个下坡路段时，麻
痹大意，也没有想到此时应该收好遮
阳伞，去双手把握车把，依然保持着单
手骑车的姿势，此时，事故来了，连人
带车摔得个人仰马翻，右腿擦破了，软
组织受伤，第二天青紫肿胀得象个柱
子，虽然没有伤及骨头，但是吃个了大
苦头，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所以，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是用
鲜血甚到生命总结出来的。许多时候，
像“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等不少安全
警示的句子，我们往往耳熟能详，但我
们需要的并不是仅仅是口号和形式，
更重要的是安全意识落实到具体的工
作、生活中，所以，在安全问题上，我们
必须警钟常鸣，肩负起责任的使命。

我们常说“责任重于泰山”，我们
只有树立了这样的责任意识，才能从
思想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时
刻提醒自己自觉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
程，以期达到预知危险，控制危险，确
保安全之目的。

“前车之鉴，后事这师”，我们要
从各类教训中总结教训，汲取经验。无
论做什么工作，心中都要时刻关注安
全，关爱生命，尽职尽责，规范作业，牢
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牢
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
人伤害”这个“三不伤害”法则。我们
需要责任，我们选择安全，任何时候都
要遵章守纪，既要把安全责任烙印在
心中，也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在行动中，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一切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我们的企业有着很完善的安全规
章制度，所以，我们不缺少工作规范，
往往缺少的是对制度的严格落实，因
此，落实安全责任，就是让我们行动起
来，践行责任，保障安全。因为我们热
爱生活，关爱生命，所以让我们每个人
把安全责任永驻心间，让安全责任落
实在行动中！ 朱庆萍

安全在心间 责任重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