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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教师要培养学生“一个心眼听党话”
获得“人民教育家”荣誉后在上海家中收看庆祝大会实况，表示要做好传承，

为伟大祖国培育更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的庄

严宣告，我的心里非常激动！ 我感受到体内

潜藏的力量要在新时代更好地迸发出来。 ”

10月1日上午，“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90岁高龄的于漪老师， 早早打开电

视机，在上海家中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实况转播。习近平总书记在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及盛大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场景，让于漪深有感触、热血沸腾。

于漪在教育岗位上已经坚守近70年。

回顾过去，这位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奋

进的人民教育家说，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

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

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壮观、辉煌，生动

反映了新中国70年来伟大的历史进程。于漪

认真地收看阅兵式，当她看到很多受阅的新

式武器时尤其受触动。她说：“我们的军队不

仅有精气神，更重要的是有军魂，听党指挥，

维护人民利益，保卫祖国安全。 有这样的钢

铁战士、钢铁长城，我们老百姓感到非常幸

福。 ”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有群众游行队伍。

特别是国旗方队和国徽方队， 在她看来，这

“显示出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尊严”。

“我们正在更好地创造现在，我们会有美

好、辉煌的未来。”于漪说，人民教师要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学生

心中，让他们一个心眼为祖国，一个心眼听党

话，刻苦学好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

作为全国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 今年

国庆节前夕，于漪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

荣誉称号。“能够在这样高规格的国家授奖仪

式上，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我颁发奖章，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

不过，面对国家最高规格褒奖，于漪依旧

保持一如既往的谦和。 她反复强调，“这不是

我个人的荣誉， 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教师立德

树人工作的肯定和无限的期待。 我是托我们

伟大教育事业的福，托基础教育的福，托千千

万万教师、学生的福。 ”

什么叫荣耀？于漪有自己的理解，她也乐

于和更多教师分享：荣耀意味着责任，意味着

义务，意味着更要艰苦奋斗，更要持之以恒，

更要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

面对沉甸甸的荣耀， 鲐背之年的于漪想

得更多的还是传承。“我真的希望我们千千万

万的老师能立足平凡岗位， 人人都成为鲜艳

开放的花朵，结出丰硕的育人成果，为伟大祖

国培育更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这样

才是‘万紫千红春满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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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

70年前的10月1日，毛

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 “这一伟大事

件，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

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

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

壮阔道路。 ”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

刻阐明新中国70年创造的

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鼓

舞和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

满怀豪情、充满自信，为实

现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

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

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

人， 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伟大征程。 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

义革命， 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 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

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 实现了

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

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走

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东方风来满眼春”。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如同浩荡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显著增强综

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团结带

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 今天，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

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正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

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党和人民

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党

要更加自觉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

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今天，伟大祖国欣欣向荣，亿万

人民壮志在胸，携手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

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载10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单行

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

牢记初心使命 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初心铸就伟业，使命引领征程。 习近

平总书记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省区市各级

党委政府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征途上，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不忘初心
70年辉煌彪炳史册

10月的独龙江畔， 灰顶黄墙的独龙

族民居错落有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日一早，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乡

长孔玉才就招呼乡亲们一起观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去年底，独龙江乡全乡实现贫困人

口清零。”孔玉才兴奋地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光

辉成就，这些变化就在我们身边。如今，独

龙江乡实现通信网络覆盖，全乡千余户群

众全部住进了新房，是党的好政策让独龙

江这座曾经的贫困孤岛“一跃千年”。

在革命老区江西瑞金， 瑞金市委书

记许锐和当地50余名干部职工一起观看

完阅兵仪式后，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瑞金去年实现了脱贫摘帽，城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锐说，新

征程上， 我们将在党的指引下进一步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弘扬苏区精

神和长征精神， 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上当先锋、做模范。

无论走多远，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国庆期间，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三

区成为了“中国红”的海洋。国旗、灯笼

等摆在各家商铺最突出的货架上。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说，2019年是

义乌对标自贸区、 干实试验区的起步

之年。越到关键时刻，深化改革越要加

快步伐， 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义乌打造

成为线上线下数字化联动、 全球化布

局、货通天下的国际贸易枢纽。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东

省深圳市南山区委书记王强心潮澎湃。

他表示，敢为人先的“创新基因”

让南山在每一波产业浪潮中都 “合上

了节拍、找到了位置、抢到了机遇”。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指

引，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中，南山

区将努力建成世界级创新之都、 现代

化宜居之城、国际化魅力之湾。

1日上午， 当在电视直播中看到群

众游行时的西藏彩车，西藏山南市乃东区

泽当街道党工委书记次仁顿珠无比激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

女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开启了西

藏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的新征程。 我们将充分发挥人文、环境等

优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他说。

牢记使命
而今迈步从头越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1日上午，河

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茹振钢乘坐河

南彩车通过天安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是全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信念和力量。”茹振钢

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培育出更多的好

种子，让中国的土地上长满好苗子，结出

好收成。 ”

川西高原上，天高云淡，四川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降扎乡格吉村的

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总书记的话鼓舞人心，让我更加感

到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村里虽然脱

贫，但乡村振兴还在路上，我们不能有丝

毫懈怠。 ”作为格吉村的第一书记，俄尖

泽仁表示，下一步，村里将积极对接周边

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环线，让乡村振兴在

川西高原大放异彩。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辽宁省辽阳

市委书记王凤波说，去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辽阳，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

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如何搞好实体经济指

明方向。 一年来，辽阳上下奋勇拼搏，今

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创 “十三

五”以来同期最好水平。

进入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成

为最响亮的动员令。“总书记的话语铿锵

有力 ， 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 ”湖北省武汉新港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林说。

他表示，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 那时，港口

集装箱年吞吐量不到80万标箱。 现在，今

年上半年就完成80多万标箱，还开通了至

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多条新航线。

内蒙古赤峰市委副书记、 市长孟宪

东说，赤峰人民将以更大的决心、更艰巨

的努力，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把祖

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在海南，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

贸试验区的行动在深刻改变着海岛的面

貌。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说，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海南对标当今世

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加快探索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进程。

砥砺奋进
祖国明天更美好

东海之滨，挂牌仅1个多月的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一片繁忙景象。 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

副主任朱芝松表示，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将全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加快推动形成与国际通行

规则相衔接的新的制度框架， 全力打造

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

济功能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肩负新的时代

使命。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

业”的豪迈话语，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

玉鑫倍感振奋：“一定要秉承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推进雄安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努力建设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未来之城。 ”

“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

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 ”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深有

感慨，下一步，临淄将紧紧抓住国家加快

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大力推进传统产业

“大改造、大整合、大提升”，积极培育新

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做好高质量发展

这篇大文章。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

主任袁鸿马信心满怀。他表示，将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发挥杨凌的农科教优势，高起点谋划、高

标准推进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

范基地建设，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作

出新的贡献。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习

近平总书记坚定有力的宣示， 让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郭

雁池信心十足。 他表示， 一定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力争将大兴

国际机场打造成为全球空港新标杆， 成

为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国门。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王丽萍：为人民写作，为平凡的奋斗者立传
以“最美人物”身份走上国庆大典观礼台，表示要通过作品传递中国人的温暖，让真善美通行全世界

“我爱你中国”———不同的图片或视

频，每次配文都是相同的五个字。身处国庆

大典的观礼台上，上海电影集团编剧、全国

“最美女性”王丽萍一连发布了15条朋友圈

动态，“太激动了，我爱你中国，就是最真切

的感受”。

王丽萍的国庆观礼， 从清晨就开始了。

晨光熹微中，她身佩“最美人物”绶带在天安

门城楼下留影， 与周遭欢庆的气氛融为一

体。 第一次置身国庆大典现场，望着大屏幕

上一幕幕回溯新中国70年来走过的征程，她

说，所有人都是热泪盈眶的，“大家都有一个

共同感受：新中国走到今天，特别不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现场特

别安静，每个人都在屏息聆听。 王丽萍对总

书记提到的“昨天、今天、明天”深有感触，在

她看来，要抵达更好的明天，需要我们每个

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回到她身为编剧的

本职工作上，“就是为人民写作，反映出老百

姓的生活，反映出人民的喜怒哀乐。 就是要

为平凡的奋斗者写作，写出那些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获得不平凡人生的故事”。

长久以来， 王丽萍的剧本深受观众喜

爱。从《错爱一生》《保姆》到《媳妇的美好时

代》《双城生活》《生活启示录》《岁月如金》

等， 这位金牌编剧笔下的平凡人生有着百

般姿态， 但万变不离其宗———温暖现实主

义。她曾说，电视剧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

艺样式。对中国观众而言，荧屏里的故事仿佛

自己生活变迁的影像记录， 是能抚慰人心的

情感长卷。对海外观众来说，中国电视剧作为

一种文化输出， 能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当代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比如《媳妇的美好时代》

曾在坦桑尼亚热播，《生活启示录》 拿下过蒙

古国的收视冠军。 今年夏天，《媳妇的美好时

代》风靡伊拉克，她和鲁琦、张洋联合编剧的

《国民大生活》走红蒙古国，讲着阿拉伯语的

“毛豆豆”与一口蒙古话的陆露，都以当代中

国年轻女性的爱情观与生活智慧， 让当地观

众既新鲜又亲切。“真实的创作让世界人民得

以了解中国老百姓当下的幸福生活， 这种跨

越文化、地域的交流令我深受启发。 ”

此番亲历国庆大典现场， 王丽萍更确认

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我注意到，人民是贯穿

一整天庆典活动的主要线索之一。 无论是总

书记的讲话， 还是夜晚大型灯光烟火秀，‘人

民万岁’被反复提及。”身在创作一线，她深知

“‘人民万岁’应该有着具象而实在的体现，这

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求我们以人

民为中心，呈现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

王丽萍的手头有两部作品正在进行中。

其一是《我们的邻居》，故事的跨度长达30多

年；另一部名叫《幸福乐章》，是崭新的视角下

关于美丽乡村的篇章。她说：“作为编剧，我们

关注平凡中国人的生活，传递中国人的温暖，

就是希望让真善美通行全世界。 ”

10月1日上午，于漪早早打开电视机，在家中收看国庆盛典直播。 黄音摄

为人民写作，

反映出老百姓的
生活，反映出人民
的喜怒哀乐。要为
平凡的奋斗者写
作，写出那些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
获得不平凡人生
的故事。

右图： 王丽萍身佩

“最美人物”绶带在观礼

现场留影。

（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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