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作为苏联存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具备有别于其他中文报章的特殊性质，为中

共党史、共运史、工运史、华人史等领域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初心如磐：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写在旗帜上，凝聚
磅礴伟力、永葆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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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年， 中国史诗般翻天覆

地、改天换地。

100 年前， 嘉兴南湖上的热血

青年， 划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红

船”。

100 年来，民族复兴壮阔航程，

有砥柱中流更显波澜壮阔； 百年大

党初心永驻，为千秋伟业奋勇向前。

奋进百年：肩负救
国兴国富国强国历史
重任，永远做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铸就彪炳史册的历史
丰碑

2021 年仲夏，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龙形水系旁， 新近落成的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巍然矗立。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 并带领党

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

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

基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

未来的一百年。 ”短短一段话，道尽

百年苦难辉煌———

五千年中华文明横遭帝国主义

列强肆虐，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无

数仁人志士、政党组织反复求索，却

迟迟难以找到救亡图存的正道。 改

良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却

“诸路皆走不通了”。

直到一粒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

的种子 ， 在东方文明古国破土而

出……中国共产党如旭日初升，照

亮民族复兴前程， 彻底改变中国前

途命运。

从最初 50 多人， 到拥有超过

9100 万党员； 从国家生灵涂炭、一

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实现中国人民

千年梦想、百年夙愿；从铁钉、火柴

都要进口，到“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奋斗者”号万米深潜……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一个大党启航于一叶扁舟，这是“作

始也简”的最好注解。 一个国家必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

“将毕也钜”的生动诠释。

中国共产党人把“担当”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

为何能由小变大、由大向强？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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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伊朗当选总统致贺电
愿一道努力拓展和深化中伊各领域互利合作

习近平分别同刚果（布）总统
坦桑尼亚总统芬兰总统通电话

荩 均刊第三版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11月进行
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于绍良讲话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龚宇一）昨天，上海市区和

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市委党校召开。

据悉，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将于今年 11月中旬同步

进行。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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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努力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

536 米， 上海的一条小马路， 百年前

名为 “望志”， 今天唤作 “兴业”。

一条马路的新旧路名， 可以如此 “巧

合” 地见证开天辟地大事变， 又如此达意

地书写激昂奋斗的新时代。 这就是上海。

进入 6 月， 参观者每天络绎不绝从各

地赶来，穿行于兴业路、黄陂路口。 梧桐树

下青瓦红墙拱券的石库门间， 馥郁的咖啡

花香中， 人们不经意间步入了这片现代与

历史交融的开放式博物馆街区， 在中共一

大纪念馆这个红色地标、 精神丰碑感悟初

心，燃起信仰之光理想之火。 这正是上海。

上海， 百年前的襟海带江、 舟车辏集

成就其 “大”。 今天， 上海之 “大” 恰在

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大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弘扬 “海纳百川 、 追求卓

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

“开放、 创新、 包容” 的城市品格， 用好

用活红色文化 、 海派文化 、 江南文化资

源， 不断增强城市的凝聚力、 吸引力、 创

造力、 影响力。

这座红色基因融于血脉的光荣之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建设人民城市的

进程中， 奋楫当下， 在不断实践和创造中

回应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努力让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 让人人近悦远

来、 心向往之。

吸引力影响力，在实践
创造中丰富时代表达

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在的新天地区域，

石库门里弄、 小尺度街巷的城市肌理， 保

留完好， 放大了海派文化的建筑标识； 商

圈内里汇聚着最时尚摩登的生态业态， 有

着为都市人 “度身定制” 的生活方式、 生

活节奏和情感世界 。 紧挨着红色遗迹遗

址， 转身又是时尚街区， 周边居民社区也

能保留珍贵的 “烟火气 ”， 历经微更新 、

加装电梯， “老宅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在上海，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

文化相融相生， 更因深嵌于街巷里弄、 烟

火日常， 充分接驳民生获得， 而有了生动

的时代表达、 传神的现实表情。

人们拖着行李箱赶来上海瞻仰红色遗

迹遗址， 拖着行李箱来演艺大世界看戏、

来武康路打卡 、 来思南书局赶一场读书

会……吸引他们的是城市中的红色精神

力量， 是文化品质， 更是一座城市综合体

验的 “高满意度” ———不仅 “处处便利友

好”， 更能获得一种独特的 “知性关照”，

滋养身心感知温暖， 拓展人生 “带宽”。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 也

交融出积极正向的生活新方式。 旨在提升

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能级的表演艺术新天地

举办至第六届， 来自海内外的 70 多部高

品质表演艺术作品上演数百场， 在这片开

放式空间内与市民游人互动； 上海静安国

际公共艺术雕塑展走过十年， 氤氲出一座

城市基于品质的向善向美；“文化思南”挖

掘“思南 IP”潜力，初心书房邀请一批党史

专家、 文化学者和中青年作家轮流任 “店

长”，和嘉宾一起借助 VR（虚拟现实）沉浸

式学党史，举行红色文创展示。

吸引力影响力，在酿厚
获得感中丰沛时代内涵

前两天 ， 一个集纳全市红色场馆资

源、 创新红色文化应用和服务的上海红色

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 “红途” 上线。 基

于大数据， 创新打造出上海红色文化 “云

端” 传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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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
7月8日至10日在沪举行，主题为“智联世界 众智成城”

前沿方向最新 行业生态最全 应用体验最优

本报讯 （首席记者张懿 ）

以 “智联世界 众智成城” 为主

题的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将于 7 月 8 日至 10 日

在上海举行。 今年的大会旨在联

通汇聚全球人工智能 （AI） 发展

的最新成果和观点 ， 为全球 AI

协同共治描绘新蓝图， 为我国 AI 健康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增添新动能。 这是昨天举行的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透露的信息。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至今已是第四届， 今年将以

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 主会场继续设在浦东世博中

心， 联动徐汇等区； 设在世博展览馆的 AI 应用展览将

提前一天， 于 7 月 7 日开展。 大会将围绕 “AI 赋能城

市数字化转型” 方向， 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落

地的前沿进展， 广泛传递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念与价

值， 推动相关治理和规范形成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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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新发现！党史研究添2500万字一手史料
上海从俄罗斯采集到中文报纸《工人之路》相关档案，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发现珍贵文本

昨天上午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

SMG 版权资产中心 （上海音像资料

馆） 等， 在中共一大会址联合发布

一批从俄罗斯采集的中文报纸 《工

人之路》 相关档案史料 。 这是在庆

祝建党百年之际， 中共早期革命者

后人与沪上党史研究专家共同发现

的最新大宗的中文史料， 意义重大。

业界专家认为， 作为苏联存续时间

最长 、 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

《工人之路》 为中共党史、 共运史 、

工运史 、 华人史等领域增添了约

2500 万字的浩瀚文本， 提供了全新

的研究视角。

据介绍， 《工人之路》 于 1922

年 3 月 1 日创刊， 是一份苏联党政

机构主办的报纸， 该报的编辑记者，

大多是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

留学的苏共和中共党员 。 经过研究

确定，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及中国

共青团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 ， 曾担

任过 《工人之路》 报副主编 ； 早期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周达文、 华林、

任作民、 嵇直， 人民司法的开创人

梁柏台， 二七大罢工时 《真报 》 编

辑张孑余， 内蒙古早期革命家康根

成， 文学家丁山， 翻译家张锡俦等

人， 先后在 《工人之路 》 报担任主

笔、 编辑、 栏目主编等职。

《工人之路》 办刊时间在 1922

年至 1938 年左右， 其诞生于中共一

大召开之后， 先后经历中共二大直

至中共六大等重要会议 。 十六年时

间， 跨越了中共初创到日本发动侵

华战争这一时期 ， 因此 ， 国内的

“五卅运动”、 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 、 红军长征 、 八路军抗日等 ，

以及国际上的列宁逝世 、 斯大林执

政、 中东路事件、 苏日冲突等大事

件 ， 在 《工人之路 》 上交相呈现 。

据目前初步研究， 这份出版了 1000

多期、 总字数超过 2500 万字的中文

报刊， 是迄今发现的办报时间最长、

发行量最大、 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

主编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刊 ， 而且

通过海外共产党人看中国革命 ， 具

有独特的视角。

据透露， 2018 年 ， 在俄罗斯发

现 《工人之路》 的相关线索后 ， 中

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上海市中

共党史学会 、 SMG 版权资产中心

（上海音像资料馆 ） 联合组队开始

寻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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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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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时代：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
和人类文明进程 ，直面挑战 、胸怀天下 、

勇立潮头，掌舵民族复兴伟业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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