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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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10 月 1 日出版的第
19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文章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
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
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
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
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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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 9 月 30 日电 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 日上
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
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中央，
“祝福祖国”
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美
好祝愿，花篮上
“欢度国庆”的字样分外
醒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北侧
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康乃馨等鲜花
组成的 18 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
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 10 时，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
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
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悠远而嘹亮的乐
声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60 名三军
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
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
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
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

敬献的 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
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
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
的百合、挺拔的红掌、轻盈的文心兰，
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崇高
敬意。
习近平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
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
步绕行，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
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
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
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
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
“两优一先”
获得者代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首都各界群
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喜迎国庆
图① 9 月 30 日，我市城区各大
主干道被鲜花绿植装点得格外美
丽，浓浓的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图②③ 9 月 30 日，温泉街道上
悬挂着一面面国旗、一个个红灯笼，
喜迎国庆佳节的到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图④ 9 月 30 日，咸安区永安办
事处西街，在鲜艳的国旗装扮下，老
街的国庆氛围渐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①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汲取奋进力量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英雄浩气万古长存

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
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
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科学理论
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不断深化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
前行之路。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道：青山埋
忠骨，山河念英魂。今年 9 月 30 日，是第八
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鄂南烈士陵园举行烈
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
全市人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定
理想信念，积极奉献担当，为加快推进咸宁高
质量发展振奋精神、凝聚力量。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鄂南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临近上午 10
时，市委书记孟祥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
鹤等市领导同各界代表步入烈士陵园，面向
纪念碑列队肃立。
10 时整，礼兵就位。向鄂南革命烈士陵
园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王远鹤主持
仪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
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雄壮的《义勇军
进行曲》响起，市领导和现场各界代表齐声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
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参
加活动的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为着理
想勇敢前进的坚定信念和豪情壮志。
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咸宁军分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各
人民团体、各界群众、市少工委名义敬献的 5
个花篮一字排开。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0 名礼兵
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
纪念碑基座上。
孟祥伟神情肃穆，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
篮缎带。红色缎带上，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金色大字分外醒目，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
无限哀思和崇高敬仰。
随后，孟祥伟、王远鹤和参加纪念活动的
各界代表，依次绕纪念碑一周，瞻仰烈士纪念
碑，并向位于纪念碑后方的烈士陵墓献花，表
达追思之情。
孟祥伟一行沿着烈士名录幕墙和陵园廊
道缓步前行，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仔细瞻
仰了解革命烈士的生平介绍和光辉事迹。何
功伟、沈国桢、李文卿、叶金波、钱素珍、赵世
当……一行行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真实再现了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和崇
高精神，
激励人们牢记初心、接续奋斗。
“没有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斗
争，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孟祥伟叮
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满怀崇敬之心、忠诚之心、感恩之心和责任之
心，用心用情管护好烈士陵园，
以告慰革命先烈。
孟祥伟强调，咸宁红色资源丰富厚重，要组织专班深入调查研
究，系统梳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深入挖掘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和
文化价值，切实做好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把烈士陵
园、革命遗址等红色资源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精神文化高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各项事业做得更好，不断开创咸宁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市直有关
部门、咸安区党政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咸宁军分区、武警咸宁支队、
消防救援支队官兵代表，烈士家属、老战士代表，中小学生代表等参
加公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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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实现乡村共富亟需补齐
“精神短板”
○ 邓昌炉
今年以来，笔者在多个乡村采访时
客观地说，我们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并非没有开展乡村精神文明
发现，各地物质条件都不错，但群众的
建设，
而是“精神振兴”明显滞后于“物质振兴”，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不
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农民业余生
平衡。
活仍以抹纸牌、打麻将为主；做生祝寿、
请客送礼、炫富攀比、搞封建迷信等问
《论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孔子到
不平衡。
题依然存在。
卫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弟子冉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
武汉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也提出
就问，这个地方人口众多，该如何治理
口袋里票子有多少，
更要看农民精神风
了类似看法：中国农村当前的问题，并
呢？孔子回答“富之”，也就是让人们
貌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
不是农民收入太低，而是闲暇无聊、价
的生活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起来
村振兴战略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值失准、文化失调等，也就是“精神短
以后又如何呢？孔子回答“教之”，也
一起抓，
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板”突出。
就是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素质、丰富人
由此可见，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
共同富裕必须是物质、精神生活都
的精神。
村共富，必须更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富裕。精神文明一旦跟不上物质发展，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物质富裕之
及时补齐农村“精神短板”。而其关键
就很容易滋生社会问题。
后，必须让精神富有起来。
要做到以下几点——
纵观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为
客观地说，我们在脱贫攻坚和乡
其一，要供需匹配。就是既要落
什么在个别时段、个别地方出现了较为
村振兴中，并非没有开展乡村精神文
实好国家普惠性文化惠民政策，
也要掌
严重的道德滑坡、治安混乱等现象？其
明建设，而是“精神振兴”明显滞后于
握群众个性化需求，做到按需供给，精
主要原因就是在发展经济时，忽视了对
“物质振兴”，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
准施策，
为群众提供最急需的精神文化
人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提升。
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 198 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
0715-8128787

产品。
其二，要软硬兼施。就是既要重视
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等
“硬件”建设，又要
加强对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利用等“软
件”建设，让群众常态化享受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
其三，要扬弃并举。就是既要做好
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留住乡村
文化的根脉，又要除陋习、树新风，通过
持续的宣传教育和文化熏陶，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争做现
代新型农民。
总之，我们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农村由内而外产生质的变化，真正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青 朋、通
讯员王腾报道：9 月 28 日，记者
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目
前，我市共注册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32 件。
近年来，我市积极挖掘本
地特色产业，持续开展知识产
权“面对面”服务，帮助本地特
色产业挖掘地理标志资源，积
极助力乡村振兴，先后注册咸
宁桂花、南川蜜桔、杨堡辣椒、
赤壁青砖茶、嘉鱼大白菜、黄袍

山油茶、杨芳豆豉、慈口柑桔、
通城毫绿、通城紫苏等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据介绍，通过申请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
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
源和地理遗产，有效地保护优
质特色产品和促进特色行业的
发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不
断增加，为我市培育特色农副
产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了有力的品牌支撑。

市森防指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

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力报
道：昨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
好国庆期间和秋冬季森林防灭
火工作。
通知指出，
秋冬季历来是我
市森林火灾易发多发季节，
特别
是国庆将至，
农事和民俗祭祀用
火叠加，群众进山旅游活动骤
增，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加剧，森
林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
通知强调，各地、各有关部
值班社长：柯建斌

责任编辑：镇强

门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
扛起森林防灭火政治责任。要
在宣传巡查、隐患排查治理和
野外火源管控上下功夫，突出
重点人群、重点时段、重点部位
管理。要做好应急准备，及时
维保各类防灭火装备，有针对
性开展应急演练和业务培训。
严格值班值守制度，遇到火情
要科学安全处置，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扑火人员安全
摆在第一位。
校对：
李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