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徽合肥交警庐阳大

队二中队辅警何飞在省立医院

庐江路（宿州路至无为路）段执

勤时，发现一辆出租车停靠在医

院住院部门口。

车子后备箱打开后，里面放

着一个轮椅。出租车驾驶员下车

帮助老人将轮椅拿出来，并搀扶

车上腿脚不便的老人下车，何飞

看到这一情况立即上前帮助老

人。

在询问中得知出租车上还

有一名老人，但何飞考虑两名老

人年事已高，便主动上前帮助老

人推轮椅，并一直护送两位老人

安全到达医院病房。“哎呦，交警

把我们送来了。 ”老人还请一旁

的护士帮忙拍照，想要记录下来

交警对自己的热心帮助。

“你的警号是多少啊？ 你不

讲我就不让你走了……”何飞听

到老人询问，立即表示这只是举

手之劳。但老人被何飞的这一举

动深深感动，在何飞离开时不停

地道谢并询问何飞姓名和警号，

感谢何飞的帮助。 随后，老人看

到其警号尾数为 68 后， 这才高

兴地离开。 据中国文明网

“不讲警号就不让走”
老太追问交警被赞暖心

!!!!!!榜样引领时代 ，

好人温润心灵。 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 为弘

扬榜样力量 ，营造崇

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

北京市怀柔区开展

了帮扶礼遇道德模

范等先进典型系列

活动， 让模范们受到

关爱、得到礼敬。

据中国文明网

北京怀柔掀起礼遇模范热潮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活动综述

河北省 7人 1集体入选
“最美奋斗者”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学习英雄事迹、弘扬奋斗精

神、培育时代新人，中央宣传部

等决定，授予张富清等 278 名个

人、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

奋斗先进群体等 22 个集体“最

美奋斗者”称号。

记者今天从河北省委宣传

部获悉，河北省 7 人 1 集体入选

“最美奋斗者”。 他们包括，原河

北龙烟铁矿“马万水小组”组长

马万水，原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

善固村“铁球”农业生产合作社

社长吕玉兰，石家庄市公安局桥

西分局原安建桥综合警务服务

站主任吕建江，河钢集团塞尔维

亚公司执行董事宋嗣海，河北农

业大学林学院原教授李保国，柏

乡国家粮食储备库党支部书记、

主任尚金锁，枣强县王常乡南臣

赞村村民林秀贞和河北塞罕坝

林场先进集体。 据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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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生故事，感受时代华章。

今年以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中央宣传部、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全国

城乡联合主办“我和我的祖国”百姓

宣讲活动，通过组织动员干部群众

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讲好履职

敬业、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故事，

抒发爱国之情、强化报国之志，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奋斗精神转

化为实际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 截至目前，全国百姓

宣讲团先后赴 9 个省份开展巡回宣

讲，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

响，示范带动各级开展各类百姓宣

讲活动 41 万场次，超过 8500 万人

次现场聆听，亿万网友参与网上宣

讲，在全国上下唱响礼赞新中国、奋

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用榜样力量点燃奋斗的

激情

“站在 200多米高的铁塔上，背

着约 20 公斤重的装备，冒着 40 摄

氏度的高温，身旁是数百千伏乃至

上千千伏特高压电线……”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

心带电班副班长王进动情讲述。

宣讲团成员中，很多都和王进

一样，在平凡的岗位辛勤耕耘，数十

年如一日。 他们有在本职岗位默默

奉献的奋斗者王克荣、夏荔，有“大

国工匠”王进、韩利萍，有奋战在脱

贫攻坚一线的大学生村支书严克

美、李君，有不畏艰险、守护国家安

全的军警战士张保国、胡显禄等。

宣讲团成员的感人故事，让观

众深受感动。

在湖南湘潭大学，宣讲团成员

的奋斗故事， 激发了现场大学生的

强烈共鸣。“令我感动的不仅是他们

的奋斗历程， 更是共产党人弥足珍

贵的初心。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一名

优秀大学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学生黄心仪说。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学生赵梓旭

听完宣讲后很受启发，“正是他们履

职敬业、 不忘初心、 兢兢业业的品

质，铸就了新时代的辉煌。 ”

宣讲团成员奋斗圆梦历程，也

点燃了观众的奋斗激情。

杭州师范大学学生李晨蕾听完

宣讲会， 立下志向：“作为当代青年，

我们也应像各位老师一样，把为国为

民的事业作为己任，从前辈手中接过

接力棒，为下一代人跑出好成绩。 ”

用形式创新助力讲好百

姓故事

为增强宣讲的吸引力、 感染力，

此次活动改变传统的宣讲报告形式，

让宣讲嘉宾走出报告席， 站到舞台

前，用故事搭配 VCR、音效伴奏、场景

再现等，让宣讲活动有更好效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舞台、巨幕、

灯光、布景的配合，让现场观众走进

故事里， 近距离感受宣讲嘉宾奋斗

路上的点点滴滴。

吉林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宣讲嘉宾来到“复兴号”动

车组前，同现场一线工人亲密交流。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安排一个现场宣讲主会场和 52 个

网络直播分会场， 约 1.1 万名师生

共同聆听宣讲，不少师生潸然泪下。

此外， 每场宣讲活动还在网络

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截至目前，累计

播放量超过 1000万人次。网友纷纷

留言：“向祖国的每一位敬业者致

敬！ 是你们的奉献、你们的大爱，让

祖国更加美丽！ ”“向奋斗在一线的

工作人员致敬，我爱我的祖国。”“要

争做新时代正能量好青年。 ”

形式创新让宣讲活动走进越来

越多观众的内心，与此同时，宣讲团

成员也前往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嘉

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团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等地参观调研， 切身感受

祖国 70 年的巨大变化。

用“心贴心”交流让宣讲

更接地气

“高空带电作业号称世界十大

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您是如何坚持

21 年不放弃的呢？ ”听完王进的宣

讲后，现场观众提问。

“小时候家里可能每周都会停

电。但现在一年都很少停一次电。我

们的工作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让

我很自豪。 ”王进回答。

在校园讲台和报告厅堂、 工厂

车间和生产一线、 田间地头和农家

院落、社区广场和胡同弄里，宣讲团

成员与基层群众一起深入讨论交

流，解答困惑、传授经验、切磋技能。

“这些扎根一线、脚踏实地的事

迹让我受益匪浅， 作为一名普通的

车辆电工， 我一定会把本职工作做

好，接好每一根线，确保动车组的安

全， 把中国高铁这张名片擦得更

亮。”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装配一车间

工人唐建坤说。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荞雯

说：“我也要向奋战在祖国脱贫攻坚

一线的基层干部们学习、致敬，像他

们一样走进基层、扎根基层，为人民

群众做实事做好事， 为国家建设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华中

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闫帅向台

下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百姓宣讲活动中， 活动主办

方注重突出思想性、理论性，邀请了

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作为宣讲

嘉宾参与巡回报告。 讲师们风趣幽

默的理论阐释，感染了在场观众。

“闫帅老师和黄日涵老师分别

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内如何解决国

家难题，帮助人们过上好日子；对外

如何打造中国品牌，树立中国形象，

讲述中国故事。”杭州师范大学学生

黄海燕说，“今天祖国的繁荣富强，

离不开党和国家、人民的努力，我们

要倍加珍惜。 ”

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

心，今年 2 月，团中央启动实施“青

年讲师团”计划，面向全国选拔、培

养了 141 名优秀青年党政干部、青

年理论专家、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媒

体工作者、 青年典型等， 启动组建

“团中央、省级、地市级”三级“青年

讲师团”队伍，把党的科学理论在青

年中讲清、讲实、讲活，着力打通理

论武装青年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各省级“青年讲师团”已组

建完成。 在未来，各级“青年讲师团”

将经常性深入学校、 企业、 机关、社

区、农村、部队等基层一线，用真人真

事、真情实感凝聚引领青年，让党的

理论常入青年心。

据中国文明网

!!!!!!近日，“我和我的祖国”邯郸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群众歌咏展演活动在邯郸大剧院举行。 图为活动现场。

据河北文明网

邯郸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歌咏活动

长沙开展未成年人
“向祖国表白”活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

于“培育时代新人”的要求，引导

广大未成年人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 长沙岳麓区

中小学生广泛开展“向祖国表

白”主题活动，通过书画、手抄

报、黑板报以及快板、诗歌等文

艺多种形式呈现，为祖国生日送

上祝福。

近日，长沙“祖国，我向您表

白”未成年人主题教育活动在岳

麓区望岳街道博才金峰小学举

行。“中国好人”贺国辉、“最美志

愿者”彭金来，湖南省文明办、长

沙市文明办、 岳麓区委宣传部、

岳麓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岳麓区各中、小学校长以及

博才金峰小学全体师生、家长等

1600 余人一同参加了此次活

动。

活动中，博才金峰小学的孩

子们用舞蹈、诗朗诵以及“我爱

祖国”主题书画作品展览等多种

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垃圾

分类、文明劝导、排队礼让，我用

行动爱祖国， 全体师生用 VCR

的镜头记录下“向祖国表白”的

美丽瞬间。

“我是学校的一名小志愿

者，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也是一

种爱国的表现。 ”博才金峰小学

学生陈俞麟说，每次看到有人扔

垃圾都会及时制止。“我叫汪笑

央， 我是一名文明校园志愿者，

课余时间， 我在学校里维持秩

序，帮助同学养成排队礼让的好

习惯， 我用行动热爱祖国……”

孩子们以儿童的视角说出自己

的梦想，用行动表示自己爱祖国

的不同方式，也寄托着对祖国的

祝福和对未来的希望。

现场还邀请了与新中国同

龄的老人陆纪汉讲述祖国变化，

“我是 1949年出生！今年也正好

70岁啦！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

你们要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学

好知识，立大志，不管路上有多

艰险，都希望大家一定要接近目

标奋勇前进”， 老人结合自身经

历寄语青少年，牢记历史，珍惜

时光，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做新

时代好少年。

“看到这么多天真活泼的孩

子，看到我们的国家这么重视孩

子的教育，这么多人关心着孩子

的成长，心里很自豪。 ”活动结束

后，“中国好人” 贺国辉感触颇

深， 表示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

知岳麓，懂岳麓，将来做岳麓的

名片。

据中国文明网

10 月 11 日

06：20-13：20 清风店站

营房 574 线路东岗村北停电

06：30-17：00 明月店站

大近同 576 线路东念自疃公

用农业 3、4 台区、 大近同公

用照明 1-3 台区、 大近同公

用农业 1-6 台区、 东近同照

明 1-2 台区、 大近同农业村

东 、东口 、村南 、东杨庄照明

1-2 台区、 东杨庄农业 3-4

台区、西王庄照明 1-2 台区、

西王庄农业 4-6 台区、 东疃

铸造厂、东疃树芳厂停电

07：00-17：30 大辛庄站

中古屯 514 线路大辛庄 、土

良 、中古村 、中古屯停电

10 月 12 日

06:00-20:30 东 旺 后 营

512 线 路 小 五 女 村 ， 东 旺

村 东 农 业 （ 1 台 专 变 ） 停

电

06:30-19:30 总司屯站一

中 519 线路西里元公用照明

1、2、4、5 台区停电

10 月 13 日

06:10-20:00 大鹿庄移动

站佰堡 512 线路北鹿庄 、小

市邑停电

06:20-20:00 车寄站北车

寄 514 线路南车寄公用照明

1、5、6 台区停电

06：40-19：30 总司屯站

一中 519 线路西里元照明 12

台区停电

07:00-19:30 东旺站后营

512 线路小五女村停电

停电公告

!!!!!!（上接第三版）短短 6 年间，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更是写入多份国际重要文件。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 ” 这是中国人的世界

观，朴素而又深刻。

70 年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向世界张开双臂；

70 年后， 中国仍需要世界，世

界更需要中国。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宣示：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 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

就贡献世界。 ”

来之中国———70 年，新的起点

上开启复兴新航程， 必将在新时代

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

9 月 25 日 23 时 21 分，北京南

苑机场。

“起飞！ ”最后一架客机在夜幕

中腾空而起， 告别这个近代中国最

早的机场。约 8 分钟后，飞机稳稳降

落在当日投运的大兴国际机场，顺

利完成跨时代的转场。

8 分钟，短暂的飞行，跨越百年

历史———

仿佛一个隐喻， 今天的中国

就这样挥别过往， 飞向更壮阔的

未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

这样有这么强烈的未来感。”科幻作

家刘慈欣说，“这种未来感就是未来

给人的吸引力。 ”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腾格里沙漠南缘八步沙林场第

三代治沙人郭玺说，未来中国，风沙

变风景、黄沙变黄金；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 未来中

国，万物互联。6G 投入使用，人工智

能让人力更少、生产更先进；

嫦娥系列试验器总指挥叶培建

说， 未来中国， 将在月球建立科考

站，向火星和更遥远的星球探索；

还有人说， 未来中国最迷人的

魅力，就在于她是无法想象的，充满

了一切可能、一切奇迹……

时空穿越，恍然若梦！

犹记得 1929 年，上海《生活周

刊》刊登了一篇《十问未来之中国》。

———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

产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

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

供国人生存之需？ 吾国何时可行义

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

育百万之高级学子？ 吾国何时可参

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

“此十问俱实现， 则中国富强

矣，国人安乐矣！”椎心泣血的十问，

饱含着当年国人的梦想。

斗转星移，日月新天!

此时此刻，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在向复兴梦想

发起最关键的冲锋。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历史

性交汇，相互激荡，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勾勒出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

未来之中国， 必定是一个奋进

的中国———

9 月 28 日，日本大阪。3:0！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 中国女排击败塞

尔维亚队， 提前取得女排历史上第

十个世界冠军。“女排精神”再一次

振奋全国。

38 年前，也是在日本大阪。 21

岁的郎平和她的队友们， 首夺世界

冠军，中国人发出“团结起来，振兴

中华”的呐喊。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无需用一枚

金牌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我们依然钟

情于为了祖国永远奋斗的姿态！

“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

就是代表祖国出战。 我们的目标就

是升国旗、奏国歌！ ”

59岁的郎平和女排所代表的“人

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永远年轻！

在中国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

大厅，镌刻着“中国核物理研究开拓

者”赵忠尧留给后人的期待———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

国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 尚需当

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

厉，继续努力。 ”

每次走过这里， 在量子通信领

域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科学家

潘建伟， 总会感受到一种责任与奋

斗的激情。

在奥地利留学时， 他曾观看过

一部纪念“两弹一星”功勋纪录片。

当看到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为保护

数据， 烧焦的身体与勤务员紧紧抱

在一起， 潘建伟泪流满面：“我一定

要回去……”

“我爱科学，更爱祖国。 中国要

再次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科技不能

缺席，我不能缺席！ ”

前进路上， 我们依然面临风险

挑战，依然会遇到惊涛骇浪！复兴途

中，我们依然要闯过新的“娄山关”

“腊子口”！

从三大攻坚战到实现高质量发

展， 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从严治

党，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参与全球治

理， 依然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奋斗与

壮烈的牺牲。

未来之中国， 必定是一个自信

的中国———

就在 1个多月前，创立 39 周年

的深圳特区，收到一份厚重的“生日

礼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意见》。

改革开放点石成金， 让深圳这

个当年的小渔村成长为充满创新活

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有人评价， 如果说当年中央创

办经济特区，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启

航”，现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更是“一次志在

必得的进军”。

志在必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对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充满了坚定信心。

未来之中国， 必定是一个强盛

的中国———

“当后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

历史时，什么会是最重要的话题？ ”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泰勒

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可能将

由中国的惊人崛起而决定。 ”

2019—2049， 那是一段更加壮

阔的征程。

———到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

一代人手中化为美好的现实；

———到 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

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 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屹立东方。

这将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彪炳

史册的不朽功勋， 这将是让世界刮

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从历史深处走来， 纵使历经

5000 多年沧桑，中华民族也从未有

过如此跌宕起伏、 波澜壮阔的伟大

转折———

70 年前，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

国， 毛泽东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

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

70 年后，在意大利罗马，习近

平这样阐述中华民族的浩瀚视野：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是以百年、千

年为计。 ”

听吧，新长征的号角已经吹响。

此时此刻， 我们的耳畔仿佛又响起

国歌激昂的旋律———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前进，英雄的中国人民！

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记者赵承、张旭东、熊争艳、刘

华、林晖、刘敏、朱基钗、齐中熙、何

雨欣、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