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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5 月 22 日电（记 者 柯高
阳）5月 22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重庆联合发

布 2019 年第一批 10 名“新时代好少年”先

进事迹。

这些青少年典型是在各地各中小学校

广泛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中

层层推荐产生的。他们中，有勤学善思、钻

研航模飞行技术的董天晨，有传承红色文

化、宣讲革命故事的张力文，有热爱科学、

爱发明爱动手的邵子衿，有不怕苦不怕累、

立志做壮医传人的刘艺媛，有从身边小事

做起、助人为乐的宁希澄，有发挥绘画特

长、帮助山区孩子圆梦的林峻德，有关注青

少年健康、热心公益的范修睿，有关心社

会、努力实现梦想的黄郁薇，有身残志坚、

不向命运低头的颜玉宏，有弘扬传统文化、

苦练京剧技艺的曹语粲。这些先进典型品

学兼优、事迹突出，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时

代青少年爱党爱国、自立自强、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发布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办，重

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明办、重庆广播电

视集团（总台）协办，采用视频短片、情景表

演、采访互动等形式进行。鲜活的画面、深情

的讲述，生动再现了10名青少年纯真质朴、

亲切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参加发布活动

的每一位观众。

先进事迹发布是“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活动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选树身边

榜样，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弘扬时代新风、争做时代新人。发布活

动现场，10 位好少年代表向全国青少年发

出倡议：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树

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

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

德修为，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悉，此次“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

布活动节目将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 李清华、杨庆民）中央宣

传部 22 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杜富国的先进事迹，授

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杜富国是陆军某扫雷排爆

大队战士。入伍以来，他始终把

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把使命

和责任扛在肩上，主动请缨征

战雷场，苦练精练过硬本领，为

人民利益和边境安宁挥洒热

血，在平凡岗位干出了突出业

绩。2018年 10月 11日，杜富国

随队参加排雷作业时，危急时

刻冲锋在前，为保护战友身受

重伤，失去双眼和双手。杜富国

同志曾先后获得“全国自强模

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陆军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等

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

杜富国的先进事迹集中宣

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

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杜

富国是红色老区培养出的优秀

儿女，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新

时代英雄战士。他的先进事

迹，充分彰显了忠诚坚定的理

想信念，为民奉献的家国情

怀，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直

面磨难的刚毅品格，书写了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荣

光。部队官兵纷纷表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永

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积极投身新时代强国强军伟

业，以一流业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

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授予杜富国同志“时代楷模”

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杜

富国先进事迹的短片。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

志，部队官兵，杜富国的亲属、战友及社会各

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文明城市创建如何提质增效

四川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现场推进会掀起头脑风暴

本报讯（记者 杨文娟）“始终坚持人民城

市为人民，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生活品

质，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文明城市

创建群众满意是目标，精细管理是路径，常态

长效是关键”“坚持氛围营造、宣传引导，塑德

育魂，展示文明之美，宣传文明之风”……5月

22日至23日，四川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阆中市举行，会议通过现场实地考

察、工作经验交流、业务培训等方式，共同掀

起一场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增效的头脑风

暴。各市（州）文明办主任、创建科（处）负责同

志，2018-2020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文明委、县级提名城市文明办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四川省文明办副主任张峰表示，在文明

城市 2018-2020 创建周期的起步之年，全省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统一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牢牢把握工作导向，务实创新统

筹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初见成效。就进一

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张峰强调，人民城

市为人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强大内生动力，各地要

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创建主线，突出城市管理、社

会治理、市民治理等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市民

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群

众生活质量，努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

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要把握目标导向，深刻

领会中央和省委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新要

求，精准对标测评体系规范有序推进创建工

作，强化自查整改在落细落实落小上下功夫，

切实加大文明城市创建的工作力度；要坚持

常态长效，立足服务中心工作，强化落实主体

责任，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加强城市科学管

理，形成创建工作合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通报了2018年文明城市年度测评有

关情况，成都、泸州、阆中、大竹四个市县作了

经验介绍。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阆中市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凌家坝社区、王中王

星级农贸市场、阆中市行政审批局，实地感受

阆中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亮点。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高效

化、科学化，推动“智慧创建”，23 日上午，会

议还对与会人员进行了全省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信息化管理平台专题培训。

春日辽东，草木萌发。走进大梨树村，苍

翠的山岭之间，一座 9.9 米高的火红色“干”

字碑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这个位于“山沟沟”

中的小村落，曾经人均收入只有90元，全村

人依靠“苦干实干加巧干”，硬是把一个荒山

沟改造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干出一片新天地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石板小巷……走

进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见到的却是一片

江南水乡美景。村委会前，一块巨石上刻着

“干出一片新天地”七个大字。背后的大山

上，1300多公顷果园环绕，梨花已经打起骨

朵含苞待放。

“20 多年前，这里满山荒草丛生，山石

遍野，我们硬是一锹一镐干了出来。”大梨树

村党委书记毛正新介绍说，仅用 10多年时

间，全村改造荒山整修梯田1066公顷，整治

河流14公里，修建水库5座，在群山中建成

87公里的山地生态观光路。

改造山河仅仅是大梨树人实现梦想的

一个缩影。近40年来，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建

成了以万亩果园为代表的特色农业，以金翼

钛业为骨干的集体工业，以凤泽市场为龙头

的现代商业，以农业观光为品牌的乡村旅游

业，村集体总资产超过5.5亿元。

村民王淑兰今年 69 岁，她家的两层小

楼宽敞明亮，屋内现代化家电设施一应俱

全。“49年前，我嫁到大梨树村，全家忙活一

年就剩下几百块钱。现在儿子在村里干工

程，媳妇在村里办的酒店上班，真是过上了

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王淑兰说。

硬化的柏油马路、设施先进的乡村小

学、一个个干净卫生的旅游厕所……近年

来，大梨树村用城市化理念管理社区，建立

了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物业服务等管理队

伍，供电、供气、给排水、集中供暖、水冲式

公厕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没有树，我们可以栽树；没有水，我们

可以憋水；没有景，我们可以造景！我们虽然

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大梨树村原党

委书记毛丰美的豪言壮语如今已成现实。

干劲从何而来

到过大梨树的人无不对大梨树的“干”

字精神肃然起敬，同时很多人也在思考：大

梨树的干劲从何而来？

大梨树人说，是党的政策给了他们信

心、闯劲和拼劲。

30多年前，毛丰美在全村大会上郑重承

诺：“让全村百姓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

子。”习惯于土里刨食的村民问：靠啥能过上

好日子？“党的富民政策里就有机会和财

富。”毛丰美这样回答。

上任伊始，毛丰美与村干部商量北上黑

龙江贩运土豆和粮食。有人说是“投机倒

把”，有人说不务正业。他说：“国家已经允

许发展商品经济，真有问题，责任我担。”他

带着村干部筹了 4 万元，倒腾回五车皮小

米，两车皮土豆，沿街售卖，忙乎一个冬天，

净赚了1万多元。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梨

树村投资1500万元，只用7个月时间在火车

站附近建起了辽东地区最大的封闭贸易市

场，为城乡提供2000多个就业机会，每年为

村里创收300多万元。此后又兴办乡村旅游，

走出了一条农工商贸旅一体化发展道路。如

今，村集体可支配财力突破5000万元。

干的道路永无止境

来到大梨树，会被无处不在的“干”字元

素所感染。为了传承“干”字文化，大梨树人

搞雕塑为“干”字树碑；设展馆，为“干”字立

传。一位游客说，这满山果园都是一点一点

干出来的，“干”字碑令人敬仰。

2014年 9月毛丰美去世后，大梨树村新

一届党委继续以“干”字精神开启“二次创

业”。“二次创业”的大梨树人紧扣时代脉搏，

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走进大梨树樱桃采摘园，一进门就看见

一排排整齐的樱桃树蓬勃生长，一串串紫红

饱满的大樱桃悬挂在果树上，很多游客手拿

小盒，享受采摘的乐趣。

大梨树果树农场副场长宋宝忠说：“过

去我们主要经营葡萄采摘，现在葡萄价格下

跌，我们投资 2400 万元，引进大樱桃项目。

现在的大樱桃能卖到 80 元一斤，更受市场

欢迎。”

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传承着“干”字精

神，投身到大梨树建设中。

大梨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接待中心

业务员刘天洋 2013 年毕业于武汉工程大

学，毕业后曾在武汉工作。2017年大梨树村

招聘员工，刘天洋回到了家乡。

“我现在认准了一个字——‘干’！只

要肯干，肯付出，最后一定能有收获。”刘

天洋说。 （新华社 王振宏 于力 洪可润）

中央文明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2019年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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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梨树：
为“干”字树碑的村庄

奋进新时代当红色基因浸润文明创建
——直击2019年四川省文明办干部“党性教育与文明创建”专题培训班

罗园

90 多年前，八角楼上的微弱灯光点燃

了革命的燎原之火，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

全国的胜利，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井冈山

成为共和国的奠基石。

5月21日，四川省文明办干部“党性教

育与文明创建”专题培训班在井冈山干部

教育学院开班，80余名来自全省各市州的

文明办干部跨越 1000 多公里在江西井冈

山集结，接受为期四天的培训。其间，他们

怀着深厚的感情走进茨坪毛泽东旧居、登

上茅坪八角楼，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培训第二天，学员们来到了中国第

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馆——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墙上一份有错别字的入党

宣誓书吸引了学员们驻足，它从右向左

竖行排列着 6 句 24 个字：牺牲个人、言

（严）首（守）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

革命、伏（服）从党其（旗）、永不叛党。”

这是农民党员贺页朵保存下来的入党宣

誓，他识字不多，在这张他手写的布质的

入党宣誓书里，24 个字中别字就有 5 个。

1934 年红军长征后，贺页朵留在家乡坚

持斗争，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入党誓词偷

偷藏在一个榨油坊的屋檐下，新中国成

立后才取出来交给文物部门。

自贡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

室副主任杨航停下脚步，用手机镜头记录

下了这份誓词。“虽然这份誓词中有不少的

错别字，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这位农民

党员朴素的感情。”在杨航看来，这种坚定

的意志和决心值得大家学习。每个人不管

能力有多差，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弥补，但

初心很重要。只要每个人都不忘初心，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提升自己，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才能获得支撑。

红色沃土孕育了中国革命。在井冈山，

当年追随共产党参加红军的有18万人；在

1927年至1929年两年多的革命斗争时期，

牺牲了 4.8 万名红军，平均每天有近 60名

红军牺牲。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

的决定……”5月22日下午，在井冈山革命

烈士陵园，迎着飘落的蒙蒙细雨，全体学员

迈上104级台阶，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温入

党誓词，并向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壮烈

牺牲的 4万余名英烈敬献花圈，深深鞠躬

哀悼。瞻仰着大理石上刻着的 15744 位烈

士英名，以及中间安放的汉白玉无名烈士

纪念碑，聆听先烈故事。学员们饱含热泪，

思绪万千。南充市顺庆区文明办原主任胡

良荣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并即兴作诗《雨中

瞻仰井冈山烈士陵园》：“细雨凄凄落井

冈，苍天挥泪祭忠良。北山烈士千千万，化

作罗霄作脊梁。” (紧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