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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精神，守初心，强信心
——“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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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共中央宣

传部自 6 月 11 日起组织国内媒

体，赴红军长征经过的 13 个省区

市进行“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接

力式采访活动，引发社会强烈关

注和反响。

人们表示，跟着新闻工作者的

足迹，重温长征壮烈历程和伟大

长征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篇

章、创造新辉煌意义重大。

唤醒民族记忆

感受长征精神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6

月 11 日启动后，第一批记者即赴

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进行采访。

第二批赴湖南、广西、贵州的采访

正在进行中。

“85 年前，中央红军 8.6 万余

人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

的征程。”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媒

体记者在这里开展“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讲述这场伟大的远征，

极具意义。“随着相关报道陆续铺

开，来纪念馆参观、感受的人越来

越多。有观众表示，如果有机会，

很想到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地方

看一看。”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凤凰镇建

安司村凤凰嘴渡口，当年最后一

批红军在此抢渡湘江。村民蒋士

发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出发

后最壮烈的一仗，留下许多感人

故事。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

多人知道这段历史，珍惜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从学习强国平台上了解

到这次活动，天天都看再走长征

路的报道，关注相关信息。”贵州

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工作人员

林小川说，“红色政权是从哪里

来 的？新 中 国 是 怎 么 建 立 起 来

的？再走长征路，‘唤醒’了整个

社会学习和传承长征精神，很有

意义。”

传颂感人故事

传扬为民初心

再走长征路，媒体记者将一路

所 听 感 人 故 事 倾 注 笔 端 、深 情

讲述。

其中，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

故事报道后，感动了许多读者。人

们通过这个感人故事，深切了解

到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是为

人民谋幸福的宗旨。

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主任朱向

群是“半条被子”主人公徐解秀的后

人。他说：“我要继承‘半条被子’精

神，为全村群众谋发展、办实事，让

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为人民牺牲的红军战士，永远

被人民缅怀。

在湖南通道县小水大坡界，媒

体记者听当地红军长征研究专家

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8位红军战士在这里与敌人

战斗到最后一刻，毅然从 50 多米

高的悬崖跳下，全部壮烈牺牲。当

地百姓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红

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他们知道，

这些红军是为他们牺牲的……”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纪念日，再走长征路的记

者团与红军后人代表、当地党员

干部在广西兴安县湘江边祭奠红

军烈士，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

士纪念碑园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中国青年报记者谢洋说：“当

年红军凭借一往无前、九死不悔

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险、百折不

挠的精神走完漫漫征程，践行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这激励着今天的我们。”

继承长征精神

激扬前行信心

长征，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

神、用钢铁意志和英雄气概谱写

的人类史诗，留给后人巨大精神

财富。

“记者把再走长征路活动中采

集到的故事向社会传播，传递了巨

大正能量。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有

这样一种精神，就没有什么克服不

了的困难。我们必须把前辈们历经

万难打下的江山建设好。”广东省仁

化县城口镇文化站站长黄本洲说。

湖南日报记者唐亚新表示：

“希望、信心和使命感，这是我感受

到的决定红军长征胜利的关键词。

漫漫征程中，红军在最困难的时

候，都带给沿途群众希望和信心。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为新闻工

作者，也要将这种希望、信心和使

命感传播出去。”

“从来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幸

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军

烈士后代、福建长汀县红色文化

讲解员钟鸣说，“长征精神是军

魂、党魂和国魂，永远值得我们弘

扬和传承。要不断从中汲取营养，

鼓舞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

（新华社 朱超 马云飞 张瑞杰
高皓亮 吴剑锋 袁汝婷 柳王敏 黄
浩铭 李雄鹰 刘斐 李惊亚）

开车时玩手机的危险性不

言而喻。那么，为何还是有很多

人在开车时玩手机？甚至因为开

车玩手机而酿成大祸？

“开车的时候一听到微信提

示音，就要去看看手机，根本控

制不住自己。”成都网约车司机

王某告诉记者，除了对手机“上

瘾”忍不住外，开车使用手机也

是工作需要。“抢单得用手机，联

系乘客也得用手机吧？时间也不

长，就几秒钟。”王某一边说一

边继续刷着手机界面。

6月 27 日下午，记者在成都

市肖家河街和二环路交叉口观

察到，一名快递员一边驾驶电动

车，一边打电话，行驶路线不断

偏移。记者随即上前询问为何骑

车时使用手机，“赶时间给顾客

打电话啊，每天送几十件快递，

为了尽快送完，只能在途中打电

话了。”快递员赵某告诉记者。当

被问及是否意识到骑车打电话

会造成危险时，赵某则回答，“我

都开得很慢，出不了什么事儿！”

7 月 4 日上午，记者来到成

都市二环路永丰立交桥下路口

进行了蹲守和实拍。在 30 分钟

内，记者发现，由南向北的红绿

灯口每次放行时约摸有 20多辆

车通过,但基本上每次放行时都

能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使

用手机的情景。有的驾驶员在接

打电话，也有的直接把手机拿到

方 向 盘 上 ，一 边 看 手 机 一 边

开车。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驾驶

员，他们都承认开车时使用过手

机，“没什么大问题吧，大家开车

用手机的还挺普遍的啊。”驾驶

员何某说。

“我认为开车玩手机屡禁不

止有这样几个根源，一是心怀侥

幸，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行为的

危险性，认为玩手机发生车祸的

几率不大；二是法不责众的心

态：很多人都开车玩手机，我也

这样做没什么。”陕西格嘉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周铭武告诉记

者，“另外，违法成本过低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

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者记 2

分，处警告或20—200元罚款。”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记者再走长征路

新闻提示
每一位公民都有遵守规则、遵守法律

的义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我国公民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不断增强，不过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公民

规则意识不强的问题，比如开车玩手机等

等，仍然值得关注。

这些破坏规则的个案，是当事人规则

意识欠缺的生动反映。在公共生活中，人

们只有遵守法律法规的既定行为模式，才

能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人们也只有遵守

规则，才能更好地减少危险的存在。

开车打电话、发微信，甚至玩游戏、看小

说，不少“低头族”在驾驶过程中也“闲”不

住，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类

似的“盲驾”行为为何屡禁不止？我们又该

如何标本兼治除掉陋习？

每一秒都是生死时刻

福建三明一位驾驶员生命中最后的话

语,停留在与朋友的微信聊天中。

她在聊天中对朋友说，自己正在开车，

并且很乐观地表示：给车子定速120公里每

小时，不用踩油门，很轻松。

随后，她驾驶汽车进入了隧道，隧道内

的监控视频显示，汽车在某一瞬间突然失

控，飞速撞向隧道内壁，瞬间翻车、起火，驾

驶员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查看

死者的手机聊天记录，发现这位驾驶员在

开车的34分钟内，使用了30次手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多地与手机连在了一起，有的人吃饭、睡

觉、走路都离不开手机，开车时过过“手机

瘾”更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开车时玩手机,是一种极度容

易分心的危险行为。今年1月 29日，河南驾

驶员许某驾车时和家人用手机视频通话，

导致车辆驶离原有车道，与对向行驶的车

辆发生事故，导致对向车辆翻至路边沟渠，

造成一死四伤；4月 13日，杭州男子纪某因

开车玩手机游戏，导致汽车偏离行驶方向

撞到桥梁水泥挡墙，最终导致一名正在路

边散步的老人死亡……开车玩手机到底有

多危险?据交警实测，当司机以每小时60公

里的速度行驶时，每秒钟车辆行进16.7 米，

只低头看两秒手机，就相当于盲开了33米，

面对瞬息万变的路况，很容易发生事故。因

此，每一秒都可能是生死时刻。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专题报

告显示，开车玩手机已经成为交通事故中

排名第三的诱因，而前两名分别是无证驾

驶和酒后驾驶。另外，有媒体也曾统计，开

车看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时

的 23倍；开车打电话时发生事故概率是普

通驾驶的2.8倍。

5月 22日，浙江24岁的辅警

姚晓琦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时，

被一名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司

机撞倒，牺牲在执勤岗位上。这起

事件引发许多网友呼吁：“像惩治

酒驾一样严惩开车玩手机”。

从6月10日至8月10日，浙江

省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集中查处驾

车时使用手机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一旦发现驾驶人行驶时使用手持

电话，立即固定证据，现场进行处

罚。同时将电子警察、高清视频监

控、移动测速仪设置在灯控路

口、易堵及事故多发路段，自动抓

拍驾车时使用手机违法行为。

为了有效地遏制开车玩手

机行为，全国各地有关部门不断

推出有力举措，以法律规则以及

技术约束，助力安全文明出行：

深圳市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处 罚 条

例》，就对开车玩手机行为“亮

剑”，明确规定司机驾驶机动车

手持使用电话将被处以罚款。成

都、无锡、上海等地借助科技力

量，加大对开车玩手机行为的监

控力度，在主要路段设置“全球

眼”“电子警察”等设备，通过摄

像头抓拍开车玩手机行为。

“从3月底开始，我们在路段

设置了 93处‘电子警察’抓拍开

车玩手机行为。”无锡市交警部

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截至目

前，共抓拍“驾驶时拨打手持电

话”交通违法3万余起。

“制止开车玩手机行为，必

须严格执法、规范执法、顶格处

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认为，持之以恒地严格执

法有助于规则意识的形成，“同

时，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每

天离开家开车之前相互提醒：千

万不要在开车过程中接听电话、

玩手机。”刘俊海建议，应当加大

对于乘客、司机的监督制约的力

度，如果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接打

电话，导致乘客有可能遭受人身

安全威胁时，乘客有权阻止。

“规则是面向所有人的，需

要每个人自觉维护和遵守。作为

我们个人来讲，提高自身安全意

识、养成规范驾驶的良好习惯非

常重要，这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

护。”成都市民谢东林说。

“盲驾”为何屡禁不止

◎国家防总部署

新一轮强降雨洪灾防范

应对工作

◎我国先后建成

六家国家级超算中心

打造超级计算驱动发展

新模式

◎文旅部：除节假

日 未成年人不得在娱

乐场所玩电子游戏机

◎中国科学家首

获国际地层学最高金奖

“建党初心”主题演讲比赛
走进嘉兴南湖

新华社杭州7月4日电（记者 唐
弢）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全国各地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之际，7 月 3 日至 4 日，“时代新

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

“建党初心”主题演讲比赛在浙江嘉

兴南湖举行，3名选手获得一等奖。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

长”演讲大赛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等共同主办，“建党初心”演讲比

赛是大赛第三场主题赛事。

本次赛事有36名选手同台竞技，

最终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云浮支队

新兴县消防救援中队中队长由浩杞、

浙江省嘉兴市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

查员樊磊、山西省晋城大医院医师杨

超君 3 名选手获得一等奖，4 名选手

获得二等奖、5 名选手获得三等奖，

24名选手获得优胜奖。

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

共产党人宣示建党初心、扛起历史使

命的地方，是承载共产党人伟大梦想

和不变初心的地方。“建党初心”演讲

比赛在此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评委们表示，选手们在嘉兴南湖

边讲述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与祖国共

成长、与新时代齐奋进的励志感人故

事，致敬榜样、叩问初心，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一课，

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党性的升华。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走进吉林大学
白求恩第一医院

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记者 赵
丹丹）4 日，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健

康委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举

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

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并

发布“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网上

推荐评议活动 4月、5月、6月月度人

物。国医大师柴嵩岩、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杨必纯、全国劳动模范于井

子、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吴光潮等 30

名个人和1个团队入选。

在交流活动现场，50年倾情医学

教育的迟宝荣，精研疑难重症、护佑

妇幼健康的狄文，热心服务病患的南

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一切为了

孩子健康的龚树生、陈寄梅，接过父

亲的班、奔跑在健康扶贫路上的蒋朝

辉等好医生好护士，分享了他们的感

人故事，令现场观众和网友动容。

“今年是原白求恩医科大学成立

70周年。1961年，我走进了白医大基

础楼，白求恩在艰苦环境下抢救伤病

员的画一直挂在基础楼。从那时起，

白求恩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无

私奉献的精神就一直影响着我，直到

今天。我学到的不仅是医术，更是医

德、医风的传承。”已在临床一线工作

了 50多年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

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医师迟宝荣说。

“始终不忘初心，传承白求恩精

神，全心全意服务患者，为这样的医

务工作者点赞。”现场观众邵玥明说。

有观看网络直播的网友留言：“向承

担生命之重的好医生、好护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