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1
日，大足区万古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李绍强一大早就起床，与家人一起守
在电视机前，收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会上，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让人心潮澎湃，催人奋进；
阅兵式上，受阅方阵整齐划一的步伐，
威武高昂的气势，全新的现代化武器
装备，让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李绍强激动地说。

在当晚国庆联欢活动中，当电视
屏幕闪出大足鲤鱼灯舞的镜头时，李
绍强更是激动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鲤鱼灯舞是大足的特色乡土文化，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每个动作、每
个情节、每个造型，既优美酣畅又轻盈
快捷，既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又有吉祥
的寓意。

“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能看
到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文化元素亮相
全国大舞台，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
言表。”李绍强说，万古镇是鲤鱼灯舞

之乡，10多年来，他与同事一直致力
于大足鲤鱼灯舞抢救性保护工作，对
扎制工艺、演出方案、演出服装等进行
了大量改进。在本次国庆表演中，他
还亲自参与遴选了多名演出队员。

他表示，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做
大做强鲤鱼灯产业，形成规模化、集约
化、科技化的鲤鱼灯制品产业；促进其
与旅游业有机融合，推进鲤鱼灯打造
工程，建设鲤鱼文化主题广场或主题
公园，全方位地展示鲤鱼文化，推动鲤
鱼灯舞走上更加广阔的舞台。

“鲤鱼灯舞表演，有我遴选的队员”

本报讯 10月1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起重庆社
会各界强烈反响。“伟大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总书记在讲话
结尾时铿锵有力的话语，道出了全体
中华儿女的心声，也昭示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无比光明的前景。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
托、实干担当，用不懈奋斗为决胜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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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
壮阔道路。

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贵忠
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
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眼下，脱贫攻坚战已经到了最为
关键的冲刺阶段，全市脱贫攻坚战线

将继续保持决战决胜的精气神，聚焦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江北区委书记李维超说，伴随着
新中国成长的脚步，江北区书写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壮丽画卷。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江北区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从昂扬奋斗的主旋律中再启航，在承接
落实“三个作用”的接力赛中再出发。

渝北区委书记唐川说，满怀激情地
收听收看了庆祝大会和阅兵式盛况，我
们深深地为新中国的繁荣而自豪，为新
中国的富强而骄傲！70年风雨兼程，
70年沧桑巨变，70年成就辉煌！70年
的生动实践证明，我们的党无比英明，
我们的道路无比正确，我们的未来无比
美好！170万渝北人民将在新的起点
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奋力
书写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渝北华章！

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有幸受邀参
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倍感震撼振奋。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将坚定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铜梁在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中实现高质量新发展。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表示，荣昌
区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繁荣昌
盛”目标变为现实，使人民过上更加欢
乐祥和的生活。

黔江区委书记余长明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自信坚定、铿锵
激昂，激发了中华儿女最深沉的爱国
热情，汇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黔江区干部群众一定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用实干实绩把总书记殷
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黔江大地上。

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表示，梁平
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继续为打造区域开放高地、建设
现代田园城市、争做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
而不懈奋进，为祖国增光添彩。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70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
的伟大成就。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主委
王新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高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价值理念，向世界彰显了对经过70
年实践检验的中国道路的充分自信，
必将时刻激励着包括全体民革党员在
内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接续奋斗。

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劲松
说，新中国7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充
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性。作为一名社科研究工作者，他将
继续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下，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全
部力量。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党
委书记程家群说，在近百年的奋斗历
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奋斗牺牲、无私奉献，写下
了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领路人和主心
骨，我将扎根基层，真正使千家万户切
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让党的旗
帜始终在社区群众心中迎风飘扬。”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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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
奋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是激励我
们昂扬奋进的巨大动力。”重庆大学党
委书记周旬表示，作为高等教育工作
者，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双一流”建
设，推动学校加快特色、高质量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红岩联线党委书记朱军表示，红
岩联线将大力实施红岩革命文物保护
传承工程，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党
委书记唐玲说，将继续加快医联体内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互联互通，推进
分级诊疗、上下转诊长效机制的落地
生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群众提供
高质量诊疗服务。

市人力社保局主任科员卢伟说，
他将坚守“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
作主线，全力做好就业、社保、工资、劳
动关系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工作，不断推动人力社保工作提质增
效。

酉阳县黑水镇团委副书记杨清
表示，他将坚持把基层一线作为青春
奋斗的主战场，用拼搏与奉献助推脱
贫攻坚，号召青年朋友积极参与脱贫
攻坚行动，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工作落
到实处，用青春和汗水回报美好的新
时代。

而今迈步从头越，砥砺奋进新时
代。大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承
接新使命、迎接新挑战，重庆一定不忘
嘱托、不负期许，展现新作为、实现新
突破，中国的明天、重庆的明天必将更
加美好。

（记者 张莎 颜安 周雨 李
幸 陈国栋 李星婷 李珩 赵迎
昭 黄乔 周尤）

用奋斗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引起重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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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1
日上午9点过，结束了早上巡逻任务，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谢家湾派出所民警
陈永馨赶紧回到派出所，这位52岁的
治安民警绝不愿错过国庆阅兵的电视
直播。他有着特殊的牵挂——22岁
的儿子陈远洋是国庆阅兵受阅部队的
一员!

从部队转业前，参加国庆阅兵一
直是老陈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终于
在儿子身上实现了。

成长于部队大院的陈远洋，在父
辈的影响下，选择成为了一名军人。

今年初，部队开始选拔参加国庆
阅兵的人选。回家过年时，陈远洋跟
家人提起自己盼望能参加国庆阅兵，
不料却被父亲泼了一盆冷水：“你吃苦
精神不够，肯定坚持不下来。”

军人出身的陈永馨深知阅兵队列
训练的艰辛，“要是你真能被选上，千
万不要被‘打回来’，太丢人了。”这不
是打击孩子，陈永馨知道，能通过选拔
参加训练，已经是一种认可，自己这样
对孩子说更多是一种激将法。

6月份与儿子的一次通话中，陈
远洋告诉父亲近来训练任务非常重，
自己双脚都已经踢肿，有点受不了。
这让老陈又喜又怕，喜的是队列训练

没“掉链子”，怕的是儿子万一真被“打
回来”可就遗憾终身了。

“我是不是早就说了你吃不了
苦？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脚踢肿了？
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你就不能吃这个
苦？坚持不下来你会不会后悔？”一连
串的“拷问”后，陈永馨再也没有听到
过儿子的抱怨。

“这是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之一，
谁不梦想着能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
呢？”10月1日，看着儿子所在的方队
走过天安门，陈永馨激动万分。

“看完阅兵式，下午再去巡逻一下。”
陈永馨说，儿子有儿子的任务，老爸有
老爸的责任，他要带着巡逻队员，齐步
走在大街小巷，守护老百姓的平安。

“你在北京踢正步 我在重庆走齐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快
看快看，彩车上手拿鲜花那个是老马
呀！”“是老马，看起精神抖擞的！”10
月1日，观音桥街道办事处二楼的会
议室热闹非凡，70多名社区干部和群
众聚在一起集中观看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电视上
出现大家的“老熟人”——老马工作室

负责人马善祥的时候，现场一片欢腾。
当天早上9点不到，社区干部群众

便陆陆续续来到了会议室，大家手拿
国旗，依次入座。12点刚过，老马的身
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只见他满脸笑
容，挥舞着鲜花亮相“凝心铸魂”方阵
主题彩车。“我听说老马今天要出现在
群众游行队伍里，专门到街道来和大

家一起看庆祝大会。”春晖社区居民高
尔明笑着说，看到自己熟识的人出现
在如此隆重的庆典上，觉得特别骄傲。

“作为一名跟着老马学习矛盾调
解方法的‘小马’，我感到很自豪！”观
音桥街道洋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朱
华静说，老马代表了千千万万基层干
部，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工作不分高低，
只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我一定以老马为
榜样，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里
去，一辈子做群众需要的人。”

“快看，那是老马！”

2019年 10月 1日，这是值得被铭记的一

天。

这一天，无数重庆人守在屏幕前收看天

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群众游行和

联欢活动，目不转睛、热泪盈眶，为祖国自豪

的同时，他们也讲述着身边的故事。

看举世盛典
听重庆故事

陈远洋（中）参加国庆阅兵。 （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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