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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振 兴 的 灵 魂 是 文 化 振

兴。近年来，河南省濮阳市通过采

取一系列得力措施，推动乡土文

化不断繁荣发展，广大乡村变得

越来越美、越来越有内涵，广大群

众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富裕、越

来越红火。
（B2版）

河南濮阳
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
“凝心铸魂”

对 珍 贵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存 来

说，守护不仅意味着原汁原味保

护，更要融入现代生活，继续为

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发挥作用。

城市古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也

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保护历史

遗迹，各地有哪些好的做法？现

代生活中，如何让历史文化更好

地流淌绵延？
（A3版）

让城市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本期
导读

苍茫南海，中国西

沙；晓行海波，夜宿孤

岛。从踏上中建岛的第

一步起，笔者就被年轻

的天涯哨兵那特有的

精 气 神 感 染 着 、鼓 舞

着、激励着。

这里孤悬沧海，高

温 、高 湿 、高 盐 、高 日

照；这里远离大陆，缺

淡水、缺泥土、多台风。

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

支持着年轻的官兵以

苦为乐，以岛为家，把

“祖国万岁”种到天涯？

在不足 1.2 平方公里的

海岛上“抛洒青春不吝

啬，豪饮孤独当美酒”

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内

心世界？
在中建岛营区中心的西侧

有栋平房，那是中建岛官兵心中

的圣殿——荣誉室。这里装载着

历代中建人奋发努力的累累硕

果，镌刻着中建前辈不懈奋斗的

壮丽篇章。

荣誉室里有一面锦旗，是中

建人恒久的自豪：1982 年 8 月，

中央军委授予中建岛守备队“爱

国爱岛天涯哨兵”荣誉称号，人

民海军历史上有了第一个被中

央军委授称的基层单位。

某连连长宋理想是郑州大

学毕业的国防生，他说，刚上岛，

首先被满眼白的沙滩所震撼，接

下来，更被荣誉室里满眼红的锦

旗所震撼。

上士班长李孝龙说：“在中

建岛，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

续写荣光是不懈的追求。”

离开中建岛的前一夜，笔者

随刘长文夜巡。对于荣誉，他有

更广的理解，就是世代传承的西

沙精神。

“每次巡逻，我总是涌动着

一种豪迈，这就是军人的荣誉感

吧。”刘长文说。

借着皎洁的月光，笔者又一次

看到了守岛官兵用海马草种出的

巨幅党旗、国旗和“党辉永耀、祖

国万岁”八个大字。在这遥远的地

方，这旗帜格外令人感动和振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因为热爱，更勇担责任；因为责

任，更珍惜荣誉。或许，这就是中

建岛官兵内心世界的精神动力；

或许，这就是“爱国爱岛，乐守天

涯”的西沙精神的永恒内涵。

（新华社 李学勇 梅世雄 黎云）

三级军士长邱华原本想当

一名逐波踏浪、纵横四海的水

兵，上岛之初很失落，想干两年

就退伍，谁知这岛一守就是 20

年 ，成 了 守 卫 西 沙 时 间 最 长

的兵。

“待出感情了，舍不得。中建

岛就是我的家，家却成了永远的

故乡。”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兵舍

不得？

“舍不得这片土。”邱华说，

最初是受老班长刘正深的影响。

刘正深守岛 8年，每天都比别人

早起，快退伍的时候起得更早

了。离开岛的那一天，他抓了一

把沙，说要珍藏一辈子。

“舍不得这身军装。”和邱华

一样，许多官兵把军装穿成了第

二皮肤，真要脱下来，浑身疼。

“今年 40岁，西沙 20年，生命的

一半穿着军装，难脱下。”邱华说

出了很多人的感受。

“舍不得这里的战友。”曾

经，邱华多位至爱亲人接连遇

害、病逝、患重病。“在最困难的

时候，是组织和战友一次次帮助

我从低谷中站起来，战友就是我

的家人。”

“以岛为家”，绝不只是一句

口号。雷达班班长王超清楚地记

得第一次上岛的情形。接他的老

班长赵岩不善言谈，一路波翻浪

卷，快到中建岛的时候突然说了

一句：“我们就要到家了。”

这句话，王超记了5年。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恋着

你的每一粒沙！”官兵们把岛当

家来看，更当家来爱、来建。树多

了，路通了，还种上了菜。雷达分

队分队长董威做豆腐是一绝，

“看到大家吃得高兴，最开心”。

王超则对图书室的自制冷饮情

有独钟：“在窗前翻开一本书，抬

头看看大海沙滩，喝上一口冰镇

饮料，爽！”

听起来让人感觉是在旅游

胜地，而不是“四高两缺一多”的

远海孤岛。其实，言语之间是以

岛为家、乐守天涯的满满的爱。

这爱，就像他们周边的海，澄澈、

宽广、深沉。

25 岁的士官董威和恋人刚

分手的那段时间，后悔、迷茫：

“我不明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守一个弹丸小岛有什么意义？”

日出日落，看到战友们一往

情深地守岛建岛，认识到小岛在

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董威脸

红了。“那么大的一片海，靠我们

去守卫，责任多大呀，不是什么

人都可以担起这份使命的。”

教导员刘长文介绍，他们每

月都要组织一堂时政课、进行一

次战备分析，每一名战士都明白

自己为什么守岛、为谁而备战，

董威的“意义之问”早已不是

问题。

夕阳西下，《中建岛之歌》

在这个南海前哨上空响起：“千

里长沙的明珠，万里海疆的门

户。战友们，爱国爱岛，忠诚魂

铸……”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刘

长文。

他的搭档、35岁的营长范期

宏在多个海岛挥洒过青春。烈日

下组织训练的间隙，范期宏告诉

笔者：“上岛就是上前线，守岛就

是守阵地！每一个中建人心中都

清楚，祖国把这片蓝色国土交给

我们，是信任，是考验，必须不辱

使命。”

为了不辱使命，从上岛那天

起，四级军士长郭丹阳一守就是

16年。

“不是没想过离开。”34岁的

郭丹阳面朝大海，“但这里是祖

国的南大门，总要有人来守。”为

了这个“守”字，“十佳天涯哨兵”

郭丹阳三推婚期。

说 话 间 ，一 首 歌 又 响 起

来：“美丽的天海间总有刀光

剑影……”这是西沙官兵自发创

作的《站在最前沿》，道出了天涯

哨兵枕戈待旦、捍卫国土的责任

担当。

◆ 大海般的热爱 ——“中建岛就是我的家，家却成了永远的故乡”

◆ 大山般的责任 ——“上岛就是上前线，守岛就是守阵地”

◆ 火炬般的荣誉 ——“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续写荣光是不懈的追求”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恋着你的每一粒沙！”
——探寻海军西沙中建岛官兵的精神家园

我国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新华社北京 6月 11 日电（记者

张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

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

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

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

精神动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

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科学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

交流激荡中，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

者投身创新报国实践，成为科学家

精神的塑造者、传承者和践行者。他

们塑造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

天精神等彪炳史册。在改革开放和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科学家精神以

其强大感召力薪火相传并焕发出勃

勃生机。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弘扬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

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面

临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勇做新时

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崇尚

学术民主，坚守诚信底线，反对浮夸

浮躁、投机取巧，反对科研领域“圈

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技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

作用，大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强

宣传，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舆

论环境。

意见提出，力争 1 年内转变作

风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

全面实施，3 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

质性改观，科技创新生态不断优

化，学术道德建设得到显著加强，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

的浓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汇聚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 8日
电（记者 梅世雄）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中央宣传

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19

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学

习宣传活动的通知》，部

署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最

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

活动。

通知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遴选优秀退役军人典型，

宣传先进事迹，树立精神

标杆，引导广大退役军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自觉珍惜荣誉、永

葆本色，服务党和人民，

在全社会营造共庆祖国

华诞、共享伟大荣光、共

铸复兴伟业的浓厚氛围。

通知明确，要广泛开

展群众性推荐遴选，推出

一批优秀退役军人典型；

开展媒体报道、宣讲报

告、座谈交流、文艺创作

等，讲好退役军人故事；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

践，打造“最美退役军人”

车间、班组、工作室、校外

辅导员等品牌，把榜样的

力量转化为广大退役军

人投身国家建设发展的

实际行动。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充分

认识开展学习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

精心策划、统筹推进，加强协调、形成

合力，共同把活动抓出声势、抓出质

量。加强思想引领，深入挖掘“最美退

役军人”所承载的时代价值，用丰满

的人物形象、动人的人物故事、崇高

的人物品格，鲜明彰显新时代“最美

退役军人”爱国奋斗奉献的价值追

求。创新方式方法，紧贴退役军人工

作实际，增强群众参与度，扩大传播

覆盖面，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在全社

会大力营造尊崇军人、崇尚先进的良

好风尚。

按照通知部署，今年年底，中央

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将集中宣传发布本年度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我们毕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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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江苏省太仓市陆渡幼儿园大班的 238 名孩子在学校

操场上摆出各种造型拍摄毕业照，精彩的瞬间定格给孩子们的幼

儿园生活留下了难忘的童年记忆。 计海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