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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在上海开工建设

新华社上海 8 月 31 日电（记者

郭敬丹 许晓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8 月 31 日在上

海开工建设，按计划纪念馆将于2021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

该项目选址紧邻中共一大会址，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路、兴业路

路口以东。据悉，建成后的纪念馆将

以中共一大会址、瞻仰宣誓大厅、新

馆展示厅为主要展示空间，展陈设计

以初心使命贯穿全篇，全面讲好建党

故事，深入阐述建党精神。

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

路 76 号，目前在会址区域设有会址

纪念馆，常设“伟大开端——中国共

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第一批刊

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单行本等国

家一级文物在此展出。近年来，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人次持续攀升。

2018年，会址纪念馆单一年份参观人

次刷新纪录，为近147万人次。

据介绍，当日开工的项目将按照

新馆建设与会址保护相结合的原

则，充分体现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始发地和精神家

园，充分利用现代建筑手段演绎石

库门建筑特色，到 2021 年建成开放

时，新纪念馆与会址区域将实现新

旧交融的和谐统一。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巩固深化第

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成果的通知》，要求第二批主题教

育期间，第一批单位要注重抓好巩

固和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工作，确保

整个主题教育取得最好成效。

通知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要总结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

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坚持静下

心、坐下来，认认真真学原文、读原

著、悟原理，把个人自学同党委（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结合起

来，列出专题学、联系实际学、融会

贯通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

夫。要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跟进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领域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由

点及面，由浅入深，全面系统掌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

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学好用好第一

批主题教育编印的其他学习资料，

认真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注重运

用各领域攻坚克难典型案例开展

学习，积极探索检验评估学习效果

的有效措施。各级党委（党组）领导

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

带头践行，以自己的深入学习带动

党员干部的学习。

通知强调，要上下联动抓好整

改落实。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结

合主题教育自查评估工作，对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盘点分析，掌握整改

落实的进展、效果和存在问题。要

扭住中央确定的 8个方面专项整治

任务，把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

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各省（区、市）

党委要统筹抓好省、市、县三级联

动整改，梳理基层需要上级牵头解

决的问题，列出联动整改项目清

单，抓好组织实施。各行业系统要

聚焦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确定几个需要上下联动整改的重

点项目，上下互动、抓好整改。要及

时公开后续整改进展情况，自觉接

受群众监督。

通知指出，要开展整改落实情

况“回头看”。今年 11 月，第一批主

题教育单位要对照中央关于专项整

治的文件要求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整改方案，一项一项“回头看”，梳

理进展落实情况，找准存在问题，明

确深化整改整治的具体措施。对基

本完成的，继续抓好巩固提高；对尚

未完成的，要明确责任、跟踪推进；

对效果不理想、群众不满意的，要

“回炉”、“补课”，限期整改。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组织专门力量，对

本级党组织整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

自查自纠，对下一级党组织整改任

务落实情况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整

改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整改承

诺一条一条得到兑现。

活动现场通过事迹展板、

视频短片、文艺节目、代表访

谈等形式，从多个角度展现了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

故事、高尚精神。

在文艺节目中，极具川北

民俗文化特色的川北大木偶、

川北皮影、亮花鞋被搬上了舞

台。起源于民间家传艺术的川

北大木偶，至今已有 300多年

历史，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保留

下来的大木偶艺术，也是四川

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被誉为“世界罕

见的木偶艺术”“中国民间艺

术的冠冕”。而川北王皮影，自

清康熙初年第一代传人王家

禄到如今，也已历经 8 代，同

样有着 300 多年历史，拥有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顶

桂冠，成为屈指可数的双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亮花鞋则

是阆中老观镇的一个春节民

俗传统。近年来，阆中市对亮

花鞋民俗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和创新，

还邀请了国内舞蹈专家进行

精心编排，进一步挖掘老观古

镇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春节文

化要素，充实春节文化中喜

庆、吉祥、团圆、向善的元素，

不但受到国内专家和文化学

者的瞩目，被列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还一举登上央视春晚，

惊艳全国。

现场，川北皮影戏《千里

走单骑》和川北木偶戏《千里

共婵娟》，以及女声组合《亮花

鞋》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

来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大餐。此

外，此次颁奖环节，为道德模

范们颁发的道德传家宝是由

王皮影为好人们专门定制的

“春节老人赐福”剪影。

海岛倾热泪，

丰碑奠忠魂。8 月

31日下午，骄阳似

火，海风拂面，开

山岛上一片肃穆。

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丁

仲礼等共同为全

国“时代楷模”、守

岛英雄王继才的

铜像揭幕。

1986 年，26岁

的王继才奉命守

卫开山岛。彼时，

岛上怪石嶙峋、寸

草不生，没有水也

没有电，一盏煤油

灯、一个煤炉、一

台收音机，就是全

部家当。

32 年来，王继

才与妻子王仕花

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始终

抱定“守岛就是卫国，国安才能

家宁”的信念，无怨无悔，默默

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

国海防事业。2018年 7月 27日，

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

救无效去世。王继才牺牲后，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高度

肯定王继才同志的光辉事迹，要

求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使之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奋斗

是最好的告慰，通过雕塑的方式

来凝固守岛英雄王继才的形象，

让他的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丁仲礼

说，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也鼓

舞了时代，王继才同志用一生诠

释爱国奉献的精神，激荡时代、

历久弥新。

海风阵阵忆往事，一草一木

皆序章。岛上的灯塔、瞭望台、

航标、测风仪仍在坚守，菜园、

捕鱼点、水窖等还在，王继才亲

手栽下的桃树，如今枝繁叶茂，

长势喜人。被称为王继才夫妇精

神之树的苦楝树，象征着永不屈

服，缅怀的人们经过树下，不约

而同地驻足一会儿，仿佛能通过

这些石头缝隙间的生命，看到瘠

薄岁月里开出的大美之花。

对王仕花来说，每天清晨，

红日升起的时候，她还会像几十

年来的每一天一样，到后山升

旗、敬礼，在大海的涛声中，完

成内心深处最虔诚的一次注目。

下午 4时许，伴随着阵阵海

风，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

作的、扶着望远镜凝视远方的王

继才铜像缓缓显现，似守护神般

矗立在岛上。落日的余晖中，铜

像似乎被注入了王继才的灵魂，

记者耳边又回想起他常说的那

句话，“家就是岛，岛就是国，守

岛就是卫国，我要用一辈子的时

间守卫开山岛”。如今，王继才

终于永远地留在了开山岛，践行

他一生守岛的诺言。

坐着小船远去，海浪依旧拍

打着礁石，海鸥还在空中盘旋，

王继才的雕像越来越小，而开山

岛上的五星红旗却愈发鲜艳。海

风习习中，王继才的声音似乎从

远方传来，他说他要继续守护这

个岛、这片海域、这个国家。

（据《光明日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为配合

开展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共中央

党 史 和 文 献 研 究

院 、中 央“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联合编辑了《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论述

摘 编》（以 下 简 称

《摘编》）一书，已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摘编》内容摘

自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期间的讲话、报

告、文章、指示、批

示等 130 多篇重要

文 献 ，分 10 个 专

题 ，共 计 362 段 论

述。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

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强调，《摘编》是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基本教材，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论述的重要读本。要把《摘编》纳入

主题教育学习计划，组织党员认真学

习，真正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更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交通运输部：加

快巡游出租车运价动态

调整 鼓励实行政府指

导价

◎ 2019 年我国

“法考”客观题考试报考

人数60多万人

◎警方提示：警惕

网络刷单骗局

◎清华大学借助

“首堂体育课”弘扬体育

传统

◎2019“打开艺

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吸

引10余万人次参加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巩固深化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德润巴蜀大地 善行阆中古城
——2019年8月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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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润巴蜀大地，善行阆中古城。8 月 30

日，2019 年 8 月“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暨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南充·阆中）现场交

流活动走进三国历史名城、春节文化发祥

地阆中。

本场活动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主办，中共阆中市委、阆中市人民政府、

阆中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精神文明报

社承办。活动全程通过四川文明网、四川新

闻网、新华社现场云、“阆中古城”微信微博

等平台共同直播，在全社会营造了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浓郁氛围。数万

人通过各种形式收看直播，积极参与互动，

为身边好人点赞。

上午九点，活动现场，掌声阵阵，暖流

涌动。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代表们身佩绶

带，在志愿者的引领下进入发布仪式现场。

观众全体起立，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并礼赞

榜样们。

此次发布的2019年 8月“四川好人榜”

中，有30多年来义无反顾照顾离世朋友父

母的罗朝会；有长宁“6·17”地震中无畏艰

险，迎难而上，在抗震救灾一线奋力保护人

民财产安全，做人民坚强后盾的宜宾市抗

震救灾先进集体；有保护椒农利益，带动农

民共同致富，保护好“茂县花椒”金字招牌

的何有信；有照顾智障妹妹，热心帮助邻

里，义务打扫楼道20余年不求回报的何碧

华；有为保护学生，用自己的身体为学生挡

刀的李博厚……一个个好人的故事，如春

风化雨，润泽每一颗心灵。

在好人入场环节中，一个身着警服、被

搀扶着走入现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

是德阳市中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李

波。今年春运期间，连续奋战23天的李波由

于高强度连续作战，突发脑萎缩中风，病倒

在一线。治疗期间，曾经身强力壮的他，生活

几乎无法自理，右手拿不了筷子，右脚也不

听使唤。可在他看来，“即便随时面临着各种

危险，我也从未后悔过选择这个职业。因为，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警察，这是一种情

结，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姚长海是阆中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2018年 11月的一天，姚长海搭载的一名女

孩中途下车跳入江中，姚长海奋不顾身纵身

一跃，拯救了她年轻的生命，他用勇敢无畏

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姚长海说：“在跳下

水前，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全，只觉

得她和我的孩子年纪相仿，我不忍心看到这

样一个生命失去，只想把她救起来。”

现场交流活动结束后，

“四川好人”终身免费游阆中

古城发布仪式举行。在阆中古

城的标志性建筑中天楼前，41

位“四川好人”和 5 位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代表收到了阆中

市为他们准备的独特大礼——

“终身免费游古城卡”。每一张

小卡片上都印有好人的头像

和名字，今后，好人们可凭此

卡终身免费游阆中古城。

8 月敬业奉献好人、抗震

救灾先进集体成员之一的罗钦

美表示：“这是礼遇模范和好

人的一项举措，面对这一份沉

甸甸的荣誉，我心怀感恩和感

激。我将以此为新起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扬帆起航再

出发，用实际行动把自己的人

生擦亮，把‘人’字写好，绝不

辜负‘四川好人’这个荣誉。”

夯实道德之基，巴山蜀水

彰显着道德的力量。传递人间

大爱，美丽四川涌现了一批又

一批的好人。点亮盏盏明灯，

巴蜀儿女践行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自2012年 7月起至

今，四川省文明办开展的“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已经走过 7个春秋。活动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市（州）、

部门层层审核推荐，经专家初

评、网上展播、评委审定等程

序，每月产生“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五个类别的“四川好

人”。截至目前，已评选出“四

川好人”2600余人

近年来，四川省各地健全

模范好人礼遇关爱机制，通过

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

结合，设立道德模范表彰奖励

帮扶基金，建立起“道德模范

物质奖励、道德模范年终慰

问、道德模范困难帮扶”等长

效机制礼遇模范，情暖好人。

现场进行了主题旗帜交

接仪式。2019 年 9 月“四川好

人榜”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将在

简阳举行。

一名道德模范就是一座

精神丰碑，一位身边好人就是

一个和谐音符，一个道德故事

就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心曲，一

场交流活动就是一席丰盛的

道德盛宴。模范，是一面旗帜，

引领更多的好人携手前行；榜

样，似一盏明灯，照耀更多的

善举延绵永续。

备受关注

“非遗”元素讴歌好人

礼遇好人

“四川好人”可终身免费游古城

榜样力量

引领文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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