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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9月 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无名山大川，却是全省网民心中的“最美
城市”，城市宜居度、居民获得感等多项指标
位居全省第一；少资源矿产，却成为全省重要
的工业城市和全省第二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核
心集聚区；处中原腹地，却借“一带一路”打开

“筑梦空间”，中德合作项目数量位居全省第
一……素有魏都、钧都、花都等“五都四乡”美
誉的许昌，正奋力打造“智造之都、宜居之
城”，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

（下转第六版）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8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指出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做好党中
央部署正在做的事情。

通知要求，在学习教育中引导党员
干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把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通过个人自学、研讨交流
等，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
重要论述，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加深对初
心使命的感悟。

通知要求，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
培养党员干部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
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中了解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
历程和光荣传统，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切实做到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自觉践行初心和使命。

通知明确，要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活动中激发党员干部的爱国热
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
组织党员干部就近就便参观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成就展，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活动，用好本地区
红色资源，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作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结
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爱国主义
宣传教育，切身感受70年来我国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进
——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70年纪实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智”在千里 许君以“昌”
许
昌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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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礼赞 奋进的凯歌
——致敬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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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胡恩来

9月 28日下午，一台 70英寸的
大彩电正直播比赛。

屏幕上，2019 年女排世界杯
大阪站，中国女排迎战塞尔维亚
队。

屏幕下，周口市郸城县秋渠乡
朱大楼行政村一所农家小院，中国
女排主攻手朱婷的家里，挤满了看
比赛的乡亲。

3∶0！中国女排战胜塞尔维亚
队，以总积分 29分获得了本届赛事
的十连胜，并提前一轮锁定2019年
女排世界杯冠军，成功卫冕。

电视机前的乡亲们欢呼、鼓掌，
小院里如办喜事一般热闹。

朱婷的父亲朱安亮、母亲杨雪
兰脸上笑开了花，乡亲们纷纷祝
贺，“安亮，你给国家培养了一个栋
梁！”“雪兰，你生了一个争气的好
闺女！”

“朱婷在与巴西队比赛中一人
就得了26分，与荷兰队比赛得了22
分，与韩国队比赛得了 22分，是名
副其实的‘得分王’，真给家乡长

脸！”朱婷的远房叔叔朱艳文现在是
出了名的球迷，说起比赛情况头头
是道。

“女排精神不仅体现在赢得冠
军，更体现在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
比赛，即使一路颠簸坎坷，眼中永
远充满坚定。”郸城三高校长刘德
敬感慨。

“成功没有捷径，成功不是偶
然。”来自郸城三高的学生朱澳杰
说，“朱婷姐姐和中国女排一直是我
的偶像。人生如赛场，有成功也有
失意，只要朝着胜利锲而不舍努力
下去，总会花开有时。”

这段时间，朱安亮的电话快被
打爆了，亲朋好友，还有很多关注朱
婷的陌生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
贺。朱安亮说，去商场，大屏幕都播
放着女排赛事，看到那么多人专注
地看比赛，为中国队加油，让他很感
慨。

“去日本比赛前，朱婷给我打了
电话。她说这次一定要拿冠军，一
定要升国旗唱国歌，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一份大礼。”说起女儿，朱
安亮骄傲地说，“女排真棒！闺女真
中！”③5

“女排真棒！
闺女真 ！”

9月 28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右）在比赛中进攻。当日，中国队以3∶0
战胜塞尔维亚队。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本报讯（记者 李铮）新中国即将
迎来 70华诞，9月 28日，省委书记王
国生赴新乡市走访慰问老模范老党
员，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
意。

在新乡市阳光景苑小区，王国生
看望了在冀鲁豫边区参加工作的老
干部王玉堂，为她佩戴上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纪 念
章。他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河南考察调研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老模范老党员的关

心关爱，大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时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作出的奉献，党和人民
不会忘记。

在卫辉市唐庄乡镇干部学院，王
国生看望了刚刚获得“最美奋斗者”
称号的吴金印，为他佩戴上“庆祝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纪 念
章。吴金印数十年如一日与群众同
甘共苦，带领群众实现温饱梦、小康
梦、城镇梦，他所展现的为民情怀和
奋斗精神，令王国生深深感动。王国
生指出，吴金印这样的老典型老模范
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密切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
学习老典型老模范可贵精神，与弘扬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贯通起
来，坚持常学常新，讲好党的故事，讲
好革命故事，讲好奋斗故事，为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凝
聚强大正能量。

在卫辉市汲水镇石庄村，王国生
看望了有着 70年党龄的老党员张海
明，王国生握着老人的手，关切询问
她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王国生说，没
有一代代老模范老党员立足岗位、无
私奉献、不懈奋斗，就没有今天人民
群众的幸福生活。他叮嘱有关负责

同志，要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他们
安享晚年。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志华带
领昔日只有四头瘦牛、三间破草房、
一辆破马车的京华村村民走共同富
裕道路，建成了全国闻名的“乡村都
市”。王国生来到新乡县小冀镇京华
社区，看望慰问刘志华老人，为她佩
戴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在该社区，王国生还
看望了 94 岁的老党员孙纪文，向老
人致以国庆佳节的问候，祝老人健康
长寿。

穆为民参加慰问。③4

王国生国庆前夕走访慰问老模范老党员

（一）1949 年 10 月 1 日。北京，天安

门。

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第一面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近代以来历经苦难斗争的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的曙光。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诞生，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

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满怀豪情踏上了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

大征程。

70年，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过弹指一

挥间。但是，中国人民以 70年不舍昼夜

的奋斗，成就了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洗刷才

能看得更清楚。2019 年 9 月 24 日，国庆

大典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

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

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说：“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

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

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站在时间的节点上，我们更加清晰

地感到，新中国的70年，是一个古老民族

赓续千年梦想、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

程，也是一个国家带领全球近五分之一

人口重新走向世界的时空进程。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无论是在中华民族

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

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主题

景观格外醒目，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在

红色基因连接着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之

中，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

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从

过去流来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

着，向未来流去的海！”诗人如此歌颂

70 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场盛典，

“时间开始了！”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

对于亿万中国人民，这正是在新的时间

中创造奇迹的开始。

于“漏舟之中”走向站起来，于“濒临

崩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滚石上山”走

向强起来，新中国70年的发展，将中华民

族所有屈辱和苦痛埋藏于记忆深处，让

一个东方古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

盛，创造了中华民族从沉沦而奋起、由苦

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

然而，奇迹的起笔处，却是“满目萧

条，百废待兴”的“一张白纸”。毛泽东同

志 曾 感 慨 地 说 ：“ 现 在 我 们 能 造 什

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

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面对这样的

情况，有人质疑，“共产党军事上 100分，

政治上 80分，经济上 0分”；也有人断言，

“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

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

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使我们

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

体制障碍，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的伟大历史转折，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起来。从 1952 年到 2018 年，我国

GDP 从 679.1亿元跃升至 90.03万亿元，

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

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谁能想到，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跃居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第一、外汇储

备余额第一、高铁里程第一、银行业规模

第一？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国，每天能创

造GDP2460多亿元、进出口货物126亿美

元、收发 1.4 亿件快递、生产 7.6 万辆汽

车？今天的中国，已经跻身全球创新指数

20强，有超过 1亿个市场主体，立志向高

质量发展不断迈进，处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处处生长美好的梦想，中华大地激荡

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坦承，“在经

济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近代中国，留下“少年中国”的呼唤，

留下“中华民族更生再造”的期盼，留下

“振兴中华”的呐喊……曾经跌倒的中国

人，最能体会“站起来”的欢欣；曾经贫穷

的中国人，最是充满“富起来”的渴望；走

向复兴的中国人，最是拥有“强起来”的

自信。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传奇。70年

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体现在人民生活

的持续改善中，体现在向着全面小康的

豪迈进军中，体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的铿锵步伐中。

70 年惊涛拍岸，新时代激流勇进。

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把现代文明带到

时间的坐标中；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

把复兴的图景描绘于前进的道路上。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有激情燃烧的奋

斗，有履险如夷的欣喜，有百折不挠的

尝试，有气吞山河的行进，承载百余年

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汇聚亿万人民不

懈的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如东方

的一轮朝日，正光芒四射，正喷薄欲出。

（下转第四版）

奋斗创造人间奇迹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上）

任仲平

本报讯（记者 卢松）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举国欢庆、举世瞩目。国庆
不忘廉洁，节日更讲纪律。9月 28日，
记者从省纪委监委了解到，在这一盛大
节日即将到来之际，省纪委监委发出廉
政提醒，全省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站在维
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过节，用新风正气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增光添彩。

省纪委监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
定扛稳抓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管好关
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
键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锲而
不舍、持续发力、再创新绩的重要要求，
紧紧围绕化风成俗、密切联系群众的目
标，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既狠刹明

目张胆、顶风违纪行为，又盯紧“四风”
隐形变异、改头换面新动向，强化监督
检查，对不收手、不知止的发现一起、坚
决查处一起，对典型问题一律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对发生顶风违纪、“四风”问
题多发频发的地方和单位，一律追究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省纪委监委强调，国庆期间严禁党
员干部公款吃喝；严禁公款旅游；严禁公
车私用；严禁用公款购买礼品、赠送礼金；
严禁滥发津贴、补贴和奖金；严禁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用公款为回乡探
亲、参观旅游的党员干部安排旅游、餐饮
住宿等活动，确保国庆节期间风清气正。

省纪委监委倡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
民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营造学的
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在中部地区崛
起中奋勇争先，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5

用新风正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