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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年来，钟光平白手起家，建设了家庭农场，年收入

超过百万元；他感恩乡亲，送大棚、赠种子、传技术、帮销

售，扶持 19 户贫困户脱贫，年资助款项 2 万元以上；他敢

于担当，挑起村支书的担子，带领 500 多户乡亲发展种

植业，实现全村农民人均年收入 2.3 万元，让富裕村真正

富裕了起来。 （A4版）

黄土地里刨出金

本期
导读

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 9 月 10 日，以“中国

与世界：70 年的历程”为

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

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与

世界人民真诚相处、守望

相助、命运相依，在办好自

己事情的同时，积极为世

界作贡献。我们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推动近 14

亿人口从温饱不足走向全

面小康，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为各国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中国

智慧。我们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

极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事

业，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

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

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创造

了新的机遇。

黄坤明表示，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面临共同风险挑

战，需要我们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搭建更

多沟通交流的平台，开展

更多平等互信的对话，不

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

中国与世界的互鉴共赢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

席论坛并致辞。

来自 35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 300多名专家学

者参加本届论坛。

台风、地震、暴雨、洪水、泥石流……

一段时间以来，自然灾害袭击浙江、山

东、福建、四川等多地。在严峻考验面

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抗

灾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考场”，主

动作为、勇当先锋，不计得失、向险而

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尽可能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未雨绸缪，把防灾摆在首位

暴雨倾盆，狂风肆虐！超强台风“利

奇马”8 月 10 日凌晨在浙江温岭登陆。

专家给“利奇马”画了个像：强度强、风

力大，影响范围广、暴雨范围广、降雨强

度大，是一匹“暴躁的烈马”。

人与自然灾害狭路相逢，防御是最

好的武器。

浙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压实抗

台救灾主体责任，以“不死人、少伤人、

少损失”为目标，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

大合力。截至“利奇马”登陆前，浙江各

级干部动员转移人员70余万人，其中安

置到避灾场所的有11万余人。

台风夜，山体滑坡导致溪流改道直

冲村庄，26间房子被毁坏，13间被夷为

平地——这是浙江台州黄岩区宁溪镇

上桧村遭遇的惊魂一刻。但由于党员

干部提前劝说、护送甚至“绑架式”带

离 ，36 名 村 民 全 部 安 全 转 移 ，无 一

伤亡。

就在村干部带着最后 5 名村民撤

离不到半小时，这里发生大面积山体

滑坡。不少老人事后目睹村庄景象，放

声大哭：“多亏干部把我们拉走，捡了

一条命！”

今年第11号台风“白鹿”登陆期间，

福建各地党员干部全面动员，加强防

范，与“白鹿”赛跑。福建省要求，要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

“防台风、保安全”这根弦。在台风登陆

点漳州东山县，党员干部连夜深入渔民

家里，逐户做通思想工作，将数千名群

众全部转移。

勠力同心，把使命化为行动

重大灾害面前，一大批党员干部投

身抢险救援最前线，把初心写在岗位

上、使命融入行动中，甚至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日照莒

县东莞镇 8 月 10 日至 11 日遭遇强降

雨。11日，东莞镇孟家洼村村民小组组

长孟凡勇在疏浚排洪涵洞时，不幸落水

牺牲。

8月19日晚至20日晨，四川省阿坝

州汶川、理县等地连续强降雨，引发山

洪泥石流灾害。受灾地区 600余个基层

党组织和 8000 余名党员干部迅速投入

抢险救灾，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的“铜墙铁壁”。

武警阿坝支队 21 名官兵 8 月 27

日在担负民房清淤任务时，因突发情

况，卫生员龙家利身负重伤，后因伤势

过重牺牲——这一天正是他 24 岁生

日。而在牺牲前几天，龙家利在 QQ 空

间写道：“十一年前汶川地震我还在读

小学，十一年后汶川泥石流，我已到达

战场……”

不等不靠，把重建进行到底

以“垦荒精神”著称，有“东海明

珠”美誉的浙江大陈岛，此次遭遇“利

奇马”重创：屋顶掀翻、公路塌方、树木

倒伏……面对天灾，岛上党员干部带领

群众奋起自救，连续作战修复家园。仅

仅两天后，海岛重新秩序井然。

6 月中下旬，在四川长宁地震灾区

各安置点，最为醒目的是高高竖起的党

旗，随处可见的是临时党支部、党员服

务队。震后，宜宾市委及时组织成立临

时党支部，建立应急保障、医疗服务等

党员先锋队15支，设置党员志愿者服务

点 259 个，确保受灾群众随时随处找得

到组织。

在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地温岭，

强风暴雨大潮造成大面积停水停电、道

路积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受灾等重大

灾情。台州市委常委、温岭市委书记徐

仁标说，面对历史罕见的重大灾情，温

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

上，立即投入灾后自救、恢复重建中。

温岭3000多名微网格成员、近3万

名联户党员迅速到位。钱江摩托武装部

副部长金伟荣是一名老党员。他迅速集

结预备役三营应急分队战士，顶风冒

雨、不眠不休，连续 20 个小时参与救

援，累得直不起腰……

台风过后，浙江省进一步部署要

求，党员干部要带领群众大力弘扬浙江

精神，不等不靠、群策群力，举全省之力

做好抢险救灾，全面启动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确保 9月底前受灾地区环境整治

基本完成、城乡面貌基本恢复。

（新华社 王俊禄 张超群 萧海川 叶
婧 董建国 杨迪）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把抗灾现场当作初心“考场”
——多地党员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践行初心使命

月圆在中秋 共享好时节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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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奋战在重点项目工程建设一

线的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建安

装集团的建筑产业工人们聚在一起，挥

舞五星红旗，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 计海新 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贾启龙 王同启）今年9月 21

日是第十九个全民国防教育

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日前

下发通知，对组织 2019 年全

民国防教育日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加

强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和决策部署，突出宣教

主题，拓展平台载体，创新方

法手段，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

教育活动，着力激发全体国民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

誉感，营造喜迎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浓厚氛围，汇聚强国强

军的强大力量。

通知要求，要深入开展

“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

梦”主题宣传教育。宣传新时

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政

军民团结的血肉联系和鱼水

深情，大力培育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要广泛

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教育

实践活动。着眼增强体验性、

互动性、实效性，不断丰富教

育形式内容，扩大声势和影

响；要大力营造崇军尚武浓厚

社会氛围。综合运用多种宣传

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全民

国防教育日宣传。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部署
2019年度全民国防教育日工作

近两年来，短视频渐渐成为大众碎片化生活场景的

一部分，当很多人对短视频内容的认知还停留在娱乐、

模仿时，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务媒体、专业机构和严肃内

容生产者重视并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平台的传播效能。

他们这样创作、传播短视频

（B3版）

江苏连云港：
产业工人祝福祖国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承载着血脉亲情和深沉厚

重的家国情怀。古往今来，人们对这

一节日格外重视，并衍生出了各式各

样独特的庆祝方式。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秋这个浓缩了中国千年历史

与传统文化的节日，越来越成为承载

传统文化价值、凝聚民族团结认同、

和谐家庭社会氛围的重要载体。在中

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感受

中秋佳节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团圆

文化等，在家与国的守望中共享月圆

好时节。

七旬老人的中秋记忆

每年中秋节，比圆月更早进入人

们视野的总是琳琅满目、口味各色的

月饼。70年来，独属于中秋佳节的月

饼，携带着不同年代的独特记忆，深

深烙刻在人们的中秋记忆里。

9月 5日，农历八月初七，四川成

都街头的中秋氛围已经逐渐浓厚起

来。早上 11时，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第 19 届四川中秋食博会

暨月饼节正火热进行，现场人头攒

动，人们都在购买自己心仪的节日用

品。记者在这里见到了72岁的何粹镐

老人，他与妻子陶连秀当日 9时从成

都市新都区出发，乘坐 1个小时的地

铁到达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月饼

节展区。

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何

粹镐，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聆听着

改革开放的号角。说起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中秋佳节的变化，何粹镐滔滔

不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

仍健在的时候，每到中秋节晚上，吃

罢晚饭，我们兄弟四人便围坐在方桌

旁，等着母亲给大家分月饼。”何粹镐

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的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中秋节吃月饼

的机会很少，很多人吃不上月饼。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粮油副食

和日用工业品按户口凭证限量供应，

过节的月饼及干果也不例外。”何粹镐

告诉记者，“那时父母亲去世了，家里

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中秋节吃月饼，

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比较奢侈的。”

“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中秋节

变得更加重要了。那时冕宁县城的食

品企业渐渐增多，有个体经营的也有

集体经营的，每到中秋节，妻子都会

去食品店购买月饼。瓜子仁馅、青红

丝馅、芝麻馅……吃起来别有一番味

道。”何粹镐回忆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

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秋佳节美

食文化也愈加丰富多彩。“从莲蓉馅、

豆沙馅到五仁馅、草莓馅再到现在的

各种水果馅、肉馅、冰淇淋馅……月

饼的口味花样越来越多，也从侧面展

示了咱们物质生活的日益充裕。”何

粹镐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月饼也不再是

中秋节食物的唯一选择，鲜果、大闸

蟹、海鲜大餐……“要是过节不想在

家做饭，到餐馆里订上一桌，一家人

和和乐乐地吃个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选择。”何粹镐说，70多年来，自己感

受最深刻的是祖国越来越强大，人

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我相信，祖

国的明天会更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

更好！” （下转A2版）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文明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