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7日至10日，由《中国历史文化名

人传》丛书编委会、射洪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螺湖半岛笔会在四川射洪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

会主任何建明及何镇邦、郭启宏、张陵、李炳银、黄宾

堂、张亚丽、党圣元、王必胜、包明德、赵瑜、毕宝魁、

哲夫等作家、专家学者参加此次活动。

射洪是四川文化重镇之一，历史人文底蕴厚重，

涌现出唐代诗人陈子昂等一大批文化名家。此次笔

会期间召开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九次创

作研讨会，与会者围绕该丛书最新推出的吴因易的

《唐之诗祖——陈子昂传》和聂还贵的《秋水长

天——王勃传》两部作品展开交流研讨。在同期举办

的“知名作家看射洪”螺湖半岛创作采访活动中，作

家们前往陈子昂读书台等多地参观采访，深入挖掘

射洪的历史资源和传统文化元素，收获颇丰。笔会上

还签订了电视连续剧《唐之诗祖》创作拍摄协议。

由中国作协组织实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是一项重大国家文化工程。该

丛书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对

形象化诠释和反映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

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具有重

要意义。丛书项目工程启动以来，现已出版了70余

部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与会者认为，《唐之诗

祖——陈子昂传》表现了陈子昂不畏强暴、针砭时

弊、提出治国安民良策的精神，赞扬了他在文学上提

倡“汉魏风骨”、大力扫除靡丽的齐梁余风的理论主

张与创作实绩。《秋水长天——王勃传》以王勃的人

生轨迹为经线，以王勃诗文蕴露的信息为纬线，同时

建构了传主自叙和著者评议并置的双重视角，还原

了诗人的本真和励志精神。

近年来，射洪坚持打造具有陈子昂文化内涵的

“诗画之乡”，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陈子昂文化的研

究，并举办了一系列相关文化活动，给子昂故里的文

化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范 得）

挖掘历史资源 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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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

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

荣富强。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展示好、宣传好

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弥足珍贵

的经验启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

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4时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北京

展览馆，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

时间主线，安排设计了5个部分，并体现历次党代会和重要

中央全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选择150个

“新中国第一”进行展示，每10年设置英雄模范人物墙，充分

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

实现的伟大跨越，清晰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深刻揭示新中国70年巨变背后的

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

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浮雕，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寓意1977年恢复高考以

来几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

“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

放旧貌换新颜的视频，显现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的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设计，中国自主研

发的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模型，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

明，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动实践的沙盘，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

进的展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描绘区域发展战略的

地图，模拟月球车、“天眼”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模型，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展览长廊犹如时光

隧道，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

项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

足观看，认真听取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高 举 旗 帜 团 结 一 致 锐 意 进 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召

开会议，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

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

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

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要把握时代主

题，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凝

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要坚持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下转第2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党校

（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共享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伟大荣光的喜庆氛围里，9月24日，“初心与手迹——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在京开幕，以一部部呈现

着英雄风骨和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向新中国的生日献礼。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钱小芊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阎晶明，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主持。

由中国作协特别推出的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从馆藏中甄选出的《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21部红

色经典文学作品的作家手稿。这些作品在新中国的民族记忆和民族

精神中留下鲜明印迹，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深刻影响和塑造

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灵魂，其中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已经永久地

铭刻在人们的心中。重温这些红色经典的手稿，新时代的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将会更亲切地体会文学前辈们呕心沥血的卓绝创造，广大

读者将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激励我们民族不断前进的初心与梦想。

钱小芊在致辞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年，是中

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70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

脉同国脉相连。70年来，我国的广大作家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

德、同向同行，倾心投入、倾力创作，奉献了一大批脍炙人口、传之久

远的优秀作品。“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回望经典，正是为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新中国文艺的初心，就是创造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

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

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

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

战线。”这一论断进一步指明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钱小芊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征程

上，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继续举精神之旗、铸时代之魂、怀赤

子之心、树凌云之志、领风气之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新时代文学工作，用人民的文学凝聚起新时代人民

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在扎根人民、融入人民中为人民抒写、为人民

放歌，自觉做明大德、立大德的灵魂工程师，不懈攀登新时代社会主

义文学高峰。展望凝结着伟大梦想的下一个70年，我们在新时代的号角中启程，矢志

不渝、充满信心。我们要从前辈的业绩和创造中不断汲取力量，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历史

责任和时代使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谱写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我们的前辈的新的文学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铁凝、钱小芊等步入展厅，参观展览。他们不时驻足停留，仔细观看

展品，详尽了解每一部红色经典的创作过程及其手稿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缘起，并认

真听取有关介绍。

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的还有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和青年干部职工代

表、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进一步重温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回顾新

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引领和激励中国

作协干部职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9月24日，由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人事部）

主办、中国作协机关团委承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文学

使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学作品朗

诵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

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国作协副主席、

机关党委书记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

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出席观看，分别为获奖节目

颁奖，并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70年前，毛泽东同志向

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栉风

沐雨，波澜壮阔；70年砥砺奋进，沧海巨变。今年同

样是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

来贺信勉励我们，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今天，我们隆重举行此次文学作品朗诵会，庆祝

新中国70周年华诞。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的明

天更加光辉灿烂，祝愿中国作协各项工作蒸蒸日上，

祝愿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加发展繁荣。

此次朗诵会是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人事部）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

要形式，也是深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性

观念、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举措，得到了中国作协

机关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党支部的大力支持和热

情响应。朗诵会上，来自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的

青年干部职工齐聚一堂，轮番登台，以精心准备的

精彩节目向祖国母亲的生日献礼。朗诵会通过独

诵、合诵、民族歌舞表演等多种形式，演绎了一批

不同时期歌颂祖国和人民的经典诗歌和近年来新

创作的诗歌佳作，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进程，从不同侧面

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伟大实践和光辉业

绩，热情歌颂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历史性变革，表达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工作者对

伟大祖国的热爱赞美之情和不忘初心、牢记文学使

命、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继续努力奋斗的

豪情壮志。整台朗诵会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情感

真挚，亮点频现，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奋进正能

量，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临近尾声，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届高研班来自56

个民族的56名学员身着节日盛装、共同载歌载舞，

全场气氛达到高潮。

为鼓励各单位各部门青年职工对此次活动的积

极参与，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经评选，鲁迅文

学院的民族歌舞表演《爱我中华》获得特等奖，中国

作协创联部的合诵《写给亲爱的祖国》、民族文学杂

志社的合诵《祖国》获得一等奖，中国作协创研部的

合诵《野草》题辞、中国作协办公厅的合诵《致青年公

民》《我是青年》（节选）、中国作协机关服务中心的合

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合诵

《我的中国》、中国作家杂志社的合诵《中国的声音》、

文艺报社的合诵《祖国，我是永远属于你的》获得二

等奖，中国作协社联部的合诵《狂飙》（节选）、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的合诵《英雄碑颂》、诗刊社的合诵《祖国

啊，我亲爱的祖国》、小说选刊杂志社的合诵《我和我

的祖国》、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独诵《南海之恋》、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的独诵《祖国颂》、中华文学基金

会的合诵《我的祖国》获得三等奖。

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委员石一宁、梁海春、梁鸿鹰，

以及中国作协机关纪委委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

委、纪委委员，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党支部成员和

青年职工代表，鲁迅文学院学员等观看了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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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初心不改 新时代使命在肩
“不忘初心 牢记文学使命”文学作品朗诵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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