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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长江洪水，是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的一个梦想。新中国成立后
的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治理长江
的汇报时，高屋建瓴地指出，先修三
峡工程，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

“毕其功于一役”。
葛洲坝工程的研究始于上世

纪50年代后期。1970年 12月中
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讨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
有关问题。随后，毛泽东作出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12月 30日，8万
军民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
工大典，中华民族朝着“截断巫山
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迈
出了第一步。

在当时的形势下，葛洲坝工程
建设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
工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1972年
底，决定工程停工。在葛洲坝工程
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1974年

底，主体工程重新开工。1988年
底，全部工程建设完工。

葛洲坝工程是万里长江建设的
第一座大坝，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
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由
船闸、电站厂房、泄水闸、冲沙闸及
挡水建筑物组成。一、二号两座船
闸可通过载重为1.2万至1.6万吨
的船队。三号船闸可通过3000吨
以下的客货轮。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271.5万千瓦。挡水大坝全长2595
米，最大坝高 47 米，水库库容约
15.8亿立方米。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水
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具有发电、改
善峡江航道等功能，可发挥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它提高了
我国水电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培
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水电建设
队伍，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万里长江第一坝

红岩英烈王朴的名字闪烁着不
灭的光辉。王朴，原名王兰骏，原四
川省江北县（今渝北区）仙桃乡人，生
于1921年，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中共江北特支委员、江北工
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
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
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
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
岁。

王朴烈士陵园位于重庆市北碚
区静观镇桥亭村，现建有王朴烈士墓
和金永华（王朴的母亲）墓、事迹陈列

馆。烈士陵园占地3400平方米，建
筑面积207平方米。该陵园是重庆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碚区的中小学
德育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王朴烈士纪念馆展览主要包括
王朴生平简介，青少年时期的王朴，
农村革命中的王朴，狱中顽强、英勇
就义、壮烈捐躯的王朴，金永华女士
的生平事迹以及她先后获得的殊荣
等内容。通过实物、图片、塑像等形
式对王朴烈士及其母亲的事迹进行
展示。

（北碚区委宣传部供稿）

王朴烈士陵园

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⑤

“30多年前，城里人吃饭穿衣也
要凭粮票、布票，而且还是限量供应。”

“爷爷，现在可不一样了，手机支付方
便得很！”10月4日，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参观“‘国强’的生活——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生活变迁物证
展”的游客摩肩接踵，四川成都游客吴
逢华和孙女吴浩的对话吸引了重庆日
报记者注意。

据悉，国庆假期，重庆多家博物馆
推出了精彩纷呈的临展，吸引市内外
游客走进博物馆，感受时代变迁，共享
文化盛宴。

雨天仍接待游客1.9万人次

4日，重庆日报记者先后来到三
峡博物馆、王琦美术博物馆、大渡口区
博物馆采访，感受到游客对重庆历史
文化兴趣浓厚，观展热情高。以三峡
博物馆为例，该馆国庆假期前4天共
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10月4日最多，

近1.9万人次。
上午10点40分，渝中区大雨滂

沱。三峡博物馆入口前，排队入馆
200余米长的队伍蔚为壮观。走进博
物馆，一楼的原创临展“重庆生活变迁
物证展”人气很旺。该展览运用3000
余件展品复原了“国强”（虚拟人物）
70年来的生活，16个复原场景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吴逢华一家四口自驾来渝旅游。
“这是我第二次来重庆，自驾只用了3
个多小时！”71岁的吴逢华在参观“重
庆生活变迁物证展”时说，重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他惊讶又兴奋。他19岁
的孙女吴浩紧接着说：“展览里各个年
代的住房场景，让我感受到了老一辈
人奋斗的不易，以及国家飞跃式的发
展。”

“小而精”的临展获点赞

王琦美术博物馆和大渡口区博物

馆规模较小、展品较少，但它们都推出
了“小而精”的临展，受到游客欢迎。

坐落在渝中区中山四路的王琦美
术博物馆，紧邻周公馆、曾家岩书院等
著名景点，在4日迎来不少游客。云
南农业大学大二学生张倬铭和两个同
学在这里参观了“翰墨绘渝中 丹青
歌盛世——重庆市渝中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全国名家邀请展”。该展
览共展出70位书画名家的90幅作
品。

“我小时候学过国画，拍了不少照
片回去慢慢学习。”张倬铭说，他们还
准备去三峡博物馆、鹅岭二厂、山城步
道感受重庆的历史文化。

开馆两年多的大渡口区博物馆，
一直坚持举办各种“接地气”的临展，
让博物馆保持“新鲜感”。

在该馆中，记者看到四川泸州游
客潘建和重庆的朋友李顶昌一起参观

“峥嵘七十载 奋进新时代——大渡

口市民生活变迁展”。该展览运用70
幅图片、70件老物件，勾勒出大渡口
市民生活变迁图景，展览小巧、精致、
温馨。

在展厅中，馆方还布置了一个上
世纪80年代重庆家庭生活场景，黑白
电视机、单开门电冰箱、双缸洗衣机等
老物件勾起了不少游客回忆。

“重庆的博物馆真不错，展览有看
头，服务也很棒，我为重庆文博人点
赞！”潘建说。

这些临展也值得一看

据悉，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鸿爪
留痕——‘江城二刘’书画篆刻作品
展”、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跨越·70
年的时光变迁展”、重庆建川博物馆

“我们走在大路上——新中国70周年
民间记忆展”等临展也期待着游客前
去观赏。

“我们走在大路上——新中国70
周年民间记忆展”以新中国发展历程
为线索，从民间记忆的角度展示了新
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以
及人们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游
客可在该展览中欣赏到包括11件国
家一级文物在内的数千件珍贵展品。

多家博物馆推出国庆临展受青睐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10月4日国庆节长假第
四天，当各地游客排队游览洪崖洞、解
放碑、磁器口等重庆热门景点时，位于
江北区的新华书店、方所书店、南之山
城市之秋书店等地方同样热闹不已，
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打卡“充电”。

重庆日报记者在位于观音桥的江
北新华书店看到，尽管4日上午一直
下着大雨，但依旧阻挡不了市民前来
读书购书的热情，文艺类、社科类、少
儿类等区域设置的读书台座无虚席。
其中，尤以亲子结伴前来阅读居多。

“国庆假期，带小孩一起来书店
‘充电’，这样过节也挺有意义。”市民
刘斌一大早就带着女儿刘曦冒雨出了
门，坐轻轨来到江北新华书店看书，

“我和老婆平时上班都很忙，这个假
期，孩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陪她
看书。”

见读书台的位置满了，观音桥中
学初二年级的冉现廷干脆席地而坐，
津津有味地看起一本小说来。他告诉
记者：“国庆假期，我一有空就来书店
看书，文学小说、历史故事、漫画等书
我都爱看，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我觉

得很快乐！”
细细品读的人群中，记者还见到

一个外地游客家庭。“我们原计划去洪
崖洞参观，不料下大雨未成行。正好，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看书，路上看到了
这家书店，就带老婆孩子进来看看
书。”来自甘肃的郭红兵感慨地说，“我
们本以为假期的书店会很冷清，没想
到重庆的读书氛围这么浓。”

“今天下雨，读者还少了一些。国
庆前三天来看书、买书、参加读书公益
讲座的人数突破了12000人！”江北
新华书店店长安迎介绍，特别是国庆

第一天，书店隆重策划了观看国庆阅
兵仪式等庆祝活动，吸引了5000多人
前来读书打卡。

如此热闹的读书场景不仅仅只是
江北新华书店。重庆日报记者还在方
所书店、北仓图书馆、复盛图书馆看
到，前来买书、读书、借书的市民也是
络绎不绝。此外，还有不少市民前往
龙美术馆、重庆科技馆等地，饶有兴致
地观看特色主题展览。

“借着节假日的东风，静下心来读
读书。这一直是我们对市民的倡导。
今年国庆，我们积极引导市民‘文化过
节’。”江北区文旅委负责人介绍，国庆
前三天，该区4所智能图书馆、130余
家书店、110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都
出现“读书热”，据不完全统计，接待读
者人次较去年同期多了1/4。

江北区倡导市民静下心来读读书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文化过节”成时尚
这个国庆长假，不少来重庆的游客，对重庆

的历史文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0月4日，记者
在我市各大博物馆就看到，各类国庆临展（临时展

览）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参观者络绎不绝，而在江
北区的各家书店假期也是读者大增。看看展、读读
书，“文化过节”成为这个国庆假期的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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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游客正在王琦美术博物
馆参观。 记者 赵迎昭 摄10月4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量游客冒雨排队入馆参观。 记者 赵迎昭 摄

10月4日，江北区新华书店，小朋
友正在认真看书。 记者 龙帆 摄

（上接1版）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

在世界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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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西沙中建岛守备
营教导员刘长文说，“我为伟大的祖
国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一定会把
爱国热情转化为奉献激情，为祖国
和人民守好南大门的每一寸海、每
一粒沙。”

“国庆盛典展示了国家强大的
综合实力和国防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驻守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部
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指导员李军说，

“作为战斗员，我们要发扬顽强拼
搏、勇争一流的进取精神，在战备值
班中一丝不苟对待每一批空情，当
好祖国的千里眼。”

“回望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我
们更加深切认识到党兴国兴、党强
国强。”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史波波
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命
脉所在。

国防大学教授姜延军说：“70
年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走
向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
运。”第71集团军“王杰”班所在旅
政委张振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
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
必将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道路必将
越走越宽广。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火箭军某旅政委李保国说，

“当前，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
全部力量。”

亲眼见证海南岛从偏僻海岛到
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转
变，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对“第二
故乡”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官兵们
表示，只要我们按照习主席指引的
方向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富国
强军的梦想。

一切美好生活都需要去创造、
去奋斗。被誉为“东方神剑第一哨”
的火箭军某旅哨所官兵表示，一定
要努力奋斗，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
基石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武
警某部猎鹰突击队特战三大队大队
长王占军说，“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
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
考验。我们一定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更好肩负起新时代
的使命任务。”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
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陆军某旅副
旅长覃文强说，重整行装再出发，必
须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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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官兵表示，一定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
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与采写：云利孝、杨进）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奋力开启强国强军新征程

（上接1版）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70 年来，从封闭落
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
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迈向繁荣
富强，中国人民最为深切的感受就
是，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决定性因素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我们党始终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始终成为民族复兴征程上的坚
强领导核心。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
本力量。新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当
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我
们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尊
重人民首创精神，始终倾听人民呼
声，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
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奋进新时
代，就要不断发扬中国人民的伟大
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
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亿万人民撸

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创造
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
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伟大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
主义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发展进
步问题，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
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
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今
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
的理论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日趋
成熟，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中国
共产党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以党的
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
伟大社会革命，努力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
的真理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
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
水。我们坚信，具有5000多年文明
历史、创造了新中国 70 年伟大传
奇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时
代的新长征路上，必将创造出新的
历史伟业，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
章！

（人民日报10月5日评论员文
章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