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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成都市唯一革命老

区高何镇这片红色土地上，驻守

着一支坚守红色初心，真情为民

服务的警务队伍，他们维护公平

正义，守护一方平安，以对党的无

限忠诚和担当，将 84.725 平方公

里的辖区建设成了秩序好、发案

少 、社会稳定 、群众满意的红色

平安小镇。 （B3版）

警察蓝的“红色初心”

（A4版）

“漆器是有生命的，它对我

来说是一种修行。”今年 44 岁的

郑小梅已经与漆器打了 15 年交

道，在她工作间的一件件漆器作

品上，用色彩精心描绘的花、蝴

蝶、鱼等图案，精致美观。15 年

来，从探索学习到传承创新，郑

小梅早已掌握了成都漆艺的全

套手艺，对成都漆艺的热爱已深

植她的骨髓。

用匠心演绎“漆”彩人生

本期
导读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系列论坛第四场活动举行

“让我来”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与北京大学新生交流见闻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四周年
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 王
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4 周年座谈会 3 日

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宣告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重新

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

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的尊敬。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

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

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

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充

分表达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崇高愿望。

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

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抗战烈

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

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4日上午，中

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

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系列论坛第四场活动，

邀请 5 位军队先进模范人物，畅

谈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发

展成就，并结合自己亲历的强军

故事，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

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军听

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完成一次又一次跨

越发展，踏上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的壮阔征程。论坛

上，5 位军队先进模范人物向现

场观众和广大网民讲述了人民军

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光辉历程，展现了一代代革

命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的决心意志和伟大实践。

防护工程是国家的和平之

盾，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防护工程研

究与建设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有

所领跑的全过程，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

授钱七虎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

者。回顾82年人生经历，他表示，

自己将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

研究，继续带好学生、培养人才、

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

强盾，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

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

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石。火箭军某旅政治委员李保国

的讲述内容，既有 300 多名官兵

参与组建我军第一支战略导弹部

队的难忘回忆，也有新时代火箭

军官兵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

军的创新作为。他说：“导弹是冰

冷的，号手是有思想的，有了科学

理论指引方向，我们的导弹才能

越打越准。”

按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

步走”发展战略，载人飞船阶段和

空间实验室阶段已圆满收官，目

前正朝着“第三步”——建造中国

空间站目标努力。作为我国首位

女航天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一级航天员刘洋对我国载

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有深切体会。

她表示，航天员飞天，靠的不是一

个人、一个团队，而是强大的国

家、综合的实力，“只要祖国一声

令下，我们随时准备挺进太空、挑

战新高度”。

“我国的战创伤救治技术已

经由传统方式突破到生物高技术

前沿，实现了技术水平的跨越发

展，创伤防治能力在国际上处于

先进行列。”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

学中心研究员付小兵动情回顾了

自己从军入伍、走上军事医学道

路的逐梦历程。他表示，官兵所需

始终是军事医学研究的主攻方

向，战场所需始终是军事医学研

究的工作重点，他和团队将研究

探索更多医学成果，更好守护官

兵健康、服务社会大众。

从出国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赢

得对手尊重，到参与国产“高精

狙”研发试用实现装备赶超，再到

当好“兵教头”培养特战尖兵……

作为多次参加国际军事比武竞赛

活动的特种兵，武警某部猎鹰突

击队特战三大队大队长王占军在

讲述几段难忘经历时表示，走出

国门代表的就是国家形象，在与

世界不断的交流中，中国军人愈

发从容、愈发自信，“这自信源于

祖国的不断强大，也彰显了我们

的大国力量和大国担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系列论坛共六场活动，由人

民网、新华网、央视网负责承办，

目前已举办四场，其余活动将于

9月17日、9月19日分别举行。

教育部 3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公布 2019 年度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今

年共有10位教师入选。

根据名单，今年入选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老师

为：河北省兴隆县六道河

中学贾利民、山西省长治

市第二中学许军则、上海

宋庆龄学校封莉容、江西

省南昌市启音学校张俐、

中南大学桂卫华、广西北

海市涠洲岛幼儿园范徽

丽、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李

琳娜、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顾昌华、西藏自治区双湖

县协德乡完全小学拉姆、

西北师范大学王宗礼。

据介绍，10 位全国教

书 育 人 楷 模 涵 盖 高 教 、

职教、基教、幼教、特教

等各级各类教育，其中：

男教师 4 人、女教师6人；

年龄最大 69 岁、最小 33

岁；乡村教师 2人、少数民

族3人。 （据人民网）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 3日电（记者 施
雨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近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切

实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工

作，确保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

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开学期间全

面开展一次学校安全隐患大检查，对

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三防”建设、

周边综合治理、校车、校内生活设施、

学生集中活动场所等逐一进行摸排。

通知明确，各地教育部门要严格

按照学校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要求，为

中小学和幼儿园配齐安保人员及必

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器械，严格落实门

卫值守、内部巡查等制度，严防无关

人员和危险物品进入校园。门卫不能

成为摆设，不合格、不发挥作用的要

坚决清理、更换。

同时，通知提出，各地教育部门、

学校要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能

力，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防爆、防

灾、防不法侵害等安全专题教育和应

急疏散演练，切实提升学生的自我防

护能力和逃生自救能力。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

3日上午，北京大学3700余名

新生收到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

近距离聆听“排雷英雄战士”杜富

国先进事迹报告，并与英雄面对

面互动交流。在近两小时的交流

中，杜富国和报告团成员与广大

师生在思想上不断碰撞，情感上

共鸣交融，现场不断响起热烈的

掌声。杜富国“让我来”的英雄气

概和革命精神，为刚刚踏入北大

校门的新同学们打下了深深的心

灵烙印。

这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

主办，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承办,

是落实教育部全国高校千万大学

生“青春告白祖国”主题教育工作

部署的具体举措。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用青

春的鲜血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

义气概，向新时代革命军人和广大

青年喊出了“让我来”的时代强音。

被人们称为“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的杜富国是我军奋力推进新时

代强军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是

用生命担当使命的“排雷英雄战

士”。他的英雄壮举和“让我来”的

革 命 精 神 震 撼 军 营 内 外 ，感 动

中国。

“我是一名普通的排雷兵，只

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假如再给我

机会，哪怕一千次、一万次，我也

会坚守初心，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座无虚席的北大校园体育馆，杜

富国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军旅

心路历程。南部战区陆军原云南扫

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某扫雷排爆

大队战士刘新未、杜富国的父亲杜

俊、云南省麻栗坡县干部龙芸偲，

深情讲述了杜富国和排雷官兵们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

时代英雄战士的忠诚与担当。

“请你们放心，我会以战士的

担当、冲锋的姿态，战胜困难挑

战，努力追梦圆梦，在新的征程上

书写新的人生篇章。”失去双手双

眼、身体严重致残的杜富国铿锵有

力的话语，赢得了同学们长时间雷

鸣般的掌声。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部长张莉鑫说：“谁是最可爱的

人？我想今天在大家的心目中，有

了一个有形的答案。杜富国心有忠

诚，心系使命，心存大爱，他就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鲜花、泪水、掌声……交流活

动结束时，体育馆内所有人员全体

起立，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气壮

山河的歌声伴随着如潮的掌声，在

整个体育馆回荡。

“你举起断臂敬礼那一刻，整

个中国都在向你敬礼。当金色勋章

挂在你胸前，你笑容里依然透着帅

气……”当杜富国走下讲台时，伴

随着这首专门为杜富国谱写的《敬

礼·英雄》歌曲，在场的同学们纷

纷向他伸出一双双热情的手。有的

把准备好的鲜花，当场献给杜富

国；有人摸到杜富国空洞的袖筒

时，顿时热泪盈眶；有的同学情不

自禁地举起右手，向杜富国敬礼。

此时，整个体育馆人员全场起立，

向新时代“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

致以崇高的敬礼……

2019级学生李瑗希眼含热泪，

动情地说：“我一定要向英雄学习，

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益为人民奉

献！这是北大学子的责任担当。”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上，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

出的担当精神。北京大学学生就是

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传承党

的红色基因和血脉，向‘排雷英雄

战士’杜富国那样，用‘让我来’的

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担当起时代责

任，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 李清华 姚俊杰 张岩）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的下

午，南京外国语学校快闪社团

的少年们冒着小雨走进南京玄

武湖公园，以快闪的形式高唱

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向

游客发放小国旗，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法》。在少年们的

带动下，游客们伴随着音乐挥

舞着手中的小国旗，从倾听到

自发加入快闪行列，共同用最

真诚的歌声深情唱出对五星红

旗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祝福。

赵化 摄

快闪
我爱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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