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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一切奋斗的起点。
一个有梦想、肯奋斗的民族，是

不可战胜的。
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梦”提

出六周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一周年
……历史与未来在 2018 年交汇，奔
向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面
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深刻
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带领中华儿
女奋力前行，逐梦结出累累硕果。

有梦想，就有逐梦前
行的动力

茫茫夜色中，火箭托举着北斗
双星拔地而起，直冲霄汉。

11 月 19 日凌晨，随着两颗组网
卫星顺利升空，我国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将于今年
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
供基本导航服务。

这是写满艰辛与荣耀的“航天
之梦”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追赶与
超越的中国梦的难忘瞬间。

中国梦，描绘出一个时代最为
壮阔的梦想图景，汇聚起一个国家
最为持久的追梦力量。六年来，中
华民族一步步砥砺奋进、一步步扎
实前行。

向前一步，梦想的轮廓更清晰。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
行动指南，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

向着梦想奔跑——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雄安新区建设、乡村振兴……一
个又一个台阶见证突破的勇气。

向着梦想奔跑——自贸试验区
改革深化拓展、审批服务便民化持
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密集出台、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串又一串脚
印写就奋进的篇章。

向着梦想奔跑——85个贫困县
（市、区）在第 5个扶贫日脱贫摘帽，
169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8 月份
同比下降6.9%……一组又一组数字
刷新前行的速度。

向前一步，筑梦的根基更稳固。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6.7%，增速在主要经济体
中居于前列；城镇新增就业 1107 万
人。全年粮食产量可望保持在 1.2
万亿斤以上；国际收支、企业利润、
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处于合理
区间。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
境，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中向好

的态势。”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
尼·林斯认为，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
不断加强，为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对内，发展的步履更加坚实；对
外，开放的胸襟更加宽阔。

11 月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圆满收官。短短 6 天时间，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万名境
内外采购商共襄盛举。

这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博览会，被外界普遍视为中
国展现进一步开放决心的“创举”。

贸 易 伙 伴 扩 展 到 231 个 国 家
和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
物贸易进出口额超过 5.5 万亿美
元……携手全球互利共赢、共享未
来，中国梦激荡世界梦。

向前一步，逐梦的脚步更有力。
药价降了。两年前被确诊为乳

腺癌的重庆市退休职工王永安（化
名）的药费负担减轻了一大半。得
益于一系列药品新政，新纳入医保
的 17 种抗癌药支付标准较零售价
平均降幅达56.7%。

学校近了。辍学两年后，家住
秦巴山区山沟沟里的李兴（化名）回
到了课堂。为解决适龄孩子就学问
题，当地政府在村里新建了一个教
学点，让因交通不便而流失的山里
娃“回流”。

办事易了。长沙众泰汽车财务
部的周礼在湖南省税务征管业务和
信息系统整合后感受到了“化繁为简”
的便利：“改革前，每次我都要在国地
税两个系统分别申报，现在通过网上
税务局只需报送一套资料就能一次
性办结。”

……
中国梦的图景，正在960多万平

方公里神州大地上渐次铺开。

有梦想，就有攻坚克
难的勇气

风过耳畔。回首来路，伟大成
就和伟大变革让复兴之本更牢固、
梦想之基更坚实；展望前方，距离
梦想越近，需要付出的努力注定越
艰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

今年以来，反全球化和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
升级；

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

素交织叠加。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对的问

题清单上，风险与挑战更加纷繁
复杂。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
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
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
这儿！”

习近平总书记用形象的“大海
论”，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坚忍不拔，
道出了中华民族共圆中国梦的坚定
信念。

民族有梦想，国家有力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世
界深度融合的激荡期，对中国梦的
期待和向往，凝聚起闯关夺隘的
力量——

反制措施有理有利有节，深化
改革不断提速，扩大开放推陈出新，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底气更足；

针对社会上一些否定、质疑民
营经济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给民营
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伙
伴关系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坚定多边主义信心，为实现共同发
展和进步汇聚更广泛共识、增添更
强劲动力。

事 实 胜 于 雄 辩 ，历 史 告 诉 未
来。在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风险
挑战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
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
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
改变。

有梦想，就有让梦想
成真的信心

站在中国梦提出六周年的节点
上，眺望标注着一个个历史进步节
点的逐梦征程，我们充满信心：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信心，来自科学理论指引的思
想力量。

从工厂企业到机关社区，从繁
华都市到边远乡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发
展的火热实践，为各项事业发展注
入强大精神动力——

在中国核桃之乡河北涉县，规
模经营提高了核桃品质，深加工增
加了产品附加值，“小山货”成为“黄

金果”；
在曾经的“国贫县”河南新蔡

县，蔬菜大棚成为“技术课堂”，农民
有了脱贫致富的真本领；

在过去的资源枯竭城市、今日
的中国棉袜之乡，吉林辽源念好民
营经济“快、实、活”的“三字经”，走
出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
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航

开路。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必须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出京活动，以初心之旅号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砥砺
于新的伟大斗争，投身于新的革命
实践。

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强调更
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强化党对机构编制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使用各类
编制资源；召开两次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会议，推动加快形成全
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格局……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改革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
性越来越强。

信心，来自新时代改革开放不
断推向深入的强大动能。

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
物馆。

从粗布土衣凭票购买到天猫魔
镜百搭试穿，从村头的“大喇叭”到

“全触控”、柔性显示屏……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记录 40 年
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昭
示：未来已来，路在脚下。

就在参观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的第二天，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
议，强调把深化改革开放同推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
来，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
度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信心，来自团结一心、上下同欲
的磅礴伟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

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
声，汲取人民智慧，就能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人间奇迹；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
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能创
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让全体
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
和荣光。

记者 胡浩 王琦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心中有梦想，脚下就有力量
——写在“中国梦”提出六周年之际

一寸赤心，以身许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一批在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科学家
毅然归国，为祖国建设鞠躬尽瘁。
这是一长串闪光的名字：华罗庚、
钱学森、师昌绪、邓稼先、梁思礼、
朱光亚……

23 位“两弹一星”
元勋中21人是“海归”

1946年，22岁的朱光亚随师友
赴美考察。美国的高科技水平强
烈刺激了他，他决定留美攻读，并
顺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科研道路一帆风顺，没有让朱
光亚忘记祖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传来，更让他归心似箭。1950 年
初，朱光亚在返国途中联合51名旅
美留学生起草了《致全美中国留学
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
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胸怀同样的思念与理想，邓稼
先回来了，钱学森回来了，郭永怀
回来了，程开甲、王希季、吴自良、
姚桐斌……一批各领域才华横溢
的杰出科学家，回到了迫切需要他
们的祖国。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中，21
人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他
们中许多人舍弃了海外已有的优
厚条件，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在一次次科研攻关的关键时
刻，正是他们带着卓越学识出现在
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支撑起这个国
家的脊梁。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
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两
弹一星”元勋们凭借对祖国的忠诚
和对事业的执着，创造了奇迹：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安装在导弹
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
了6年，中国仅用了2年；从原子弹到
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

6年3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2个月。

他们贡献了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近“半壁
江山”

初生的共和国，方方面面都需
要学有所成的科学家。

黄昆，物理学家，回国前在英
国利物浦大学任职，已经在国际物
理学界崭露头角。1951年，黄昆回
到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固体和半导
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荣获了
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徐光宪，化学家，1951 年获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他创建的稀土分离理论和技术，使
我国实现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
产大国”的飞跃，提高了我国稀土工
业的国际竞争力。他是 2008 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师昌绪，材料科学家，回国前
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1955年，他
冲破阻碍回到祖国，成为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在鞍钢工作组的负责
人，此后，他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
需的战略材料及部件。师昌绪荣获
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孟超，肝胆外科专家，他是
马来西亚华侨，却成了新中国肝脏
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
一。他是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得主。

吴良镛，建筑学家，1950 年从
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
计系毕业后，回国在清华大学建筑
系任教。他是 2011 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得主。

还有数学家吴文俊、气象学家
叶笃正、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

泽、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爆炸
力学专家郑哲敏、我国核武器事业
的开拓者之一程开甲、我国化学激
光的奠基人之一张存浩……

自 2000 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以来，至今产生了29位获奖
者，其中有10多位是当年矢志回国
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精英。

“学问要比胜似我者，
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核物理
学家钱三强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
现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排队领取
牛奶。虽然国家尽可能给予生活
保障，但这与他在法国工作时的条
件相差甚远。

同样从法国归来，新中国放射
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也住进了当时
还属于郊外的中关村。一家老小
挤在木凳、床板搭就的“铺板床”上
睡觉，经常入不敷出的生活从没有
消磨他的精神。

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王淦
昌家里用的桌子和柜子，油漆大多
已经脱落。他有一句话，是在接受
隐姓埋名进行研究任务时说的：

“ 我 愿 以 身 许 国 ！”从 1961 年 到
1978 年，王淦昌改名“王京”，中断
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

早年间回国的中国生物物理
学奠基人贝时璋曾有言：“学问要
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淡泊名利、矢志报国，是这一代科
学家共同的特点。

他们的身影，永远铭镌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中。

记者 董瑞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一寸赤心惟报国”
——记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

遗失声明
▲德高广告（上海）有限公司沈阳分
公司遗失银行预留印鉴“顾峰”个人
名章一枚，声明作废。
▲兴城市校办企业公司营业执照

（2114811100105）正本丢失，核准日
期：2007 年 1 月 25 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校办企业公司营业执照

（2114811100105 3-1）副本丢失，核
准日期：2007 年 1 月 25 日，声明作
废。
▲兴城市校办企业公司营业执照

（2114811100105 3-2）副本丢失，核
准日期：2007 年 1 月 25 日，声明作
废。
▲兴城市校办企业公司营业执照

（2114811100105 3-3）副本丢失，核
准日期：2007 年 1 月 25 日，声明作
废。
▲刘鹏的警官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警官证号:0821826。
▲辽宁佰福药业有限公司(税号：
91210681319070764T)开具给沈阳金
奥医药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 票 代 码 ：2100173130，发 票 号 ：
03340239-03340243 的号码 5 张发票
丢失，特此声明。

沈阳仲裁委员会

公告
田晓莹：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港丰巨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8）沈仲字第18042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的第 10 日上午 10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本委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141号建行四楼，联
系人：王磊，电话：024-82726898）。

沈阳仲裁委员会

沈阳仲裁委员会

公告
田晓莹：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港丰巨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8）沈仲字第18041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的第10日上午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本委地址：沈阳
市沈河区十一纬路 141 号建行四楼，联系
人：王莘雅，电话：024-22832870）。

沈阳仲裁委员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11月28日，在石家庄晋州市李家
庄小学，“李家庄咳嗨腔”表演队队员
与小朋友互动。

当日，“李家庄咳嗨腔”表演队走
进石家庄晋州市李家庄小学，为小朋
友带来精彩的非遗表演，并与他们互

动。“李家庄咳嗨腔”源于民间小调，
历经数代人的传承和创新，演变成如
今的地方剧种，表演细致逼真、轻松
幽默。2013年，“李家庄咳嗨腔”被列
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记者 赵丹惠 摄

非遗“李家庄咳嗨腔”表演进校园

新华社杭州11月28日电 位于
杭 州 市 中 心 的 浙 江 展 览 馆 东 广 场
上，矗立着一组庄严的“抗战英烈”
雕塑，其中一个手握书卷、看似柔
弱 的 女 子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她 就 是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被汪伪特工杀
害的“孤岛”抗战女杰——茅丽瑛。

茅丽瑛，1910年8月出生，浙江杭
州人。1931 年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学
院辍学，同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英文打
字员。1935 年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
女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救亡组织——海关乐文社。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她积
极参加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等活动。

1938 年 5 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
俱乐部正式成立，茅丽瑛被推选为主
席。同月，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乐部的
工作，相继创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
班、会计班、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班
等，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还亲自
教授英语课。

茅丽瑛为人热情、诚恳、乐于助
人，自称是“大众的牛”，夜以继日地拼
命工作，把“职妇”办得生气勃勃。为
了支援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她积极推
动“职妇”和各救亡团体在春节期间发
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物
品慈善义卖会”。在义卖活动筹备和
进行中，面对日伪势力的恐吓、威胁甚
至公开打砸，茅丽瑛抱着“愿为义卖而
生，为义卖而死”的决心，以极大的勇
气使义卖最终获得成功。

义卖会的成功使敌人对职业妇
女俱乐部和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
深，他们称茅丽瑛为“第二史良之中
共激烈分子”。在连续公开恫吓无效
后，1939年 12月 12日晚，茅丽瑛遭到
汪伪特工暗杀，身中三弹，于 15 日在
医院牺牲，时年29岁。牺牲前她告诉
大家：“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
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
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加倍
地努力！”

茅丽瑛牺牲后，党组织为揭露敌
人的阴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
上海各大报纸登报丧启事，上海各界
爱国人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12 月 16 日至 17 日，上海万国殡
仪馆举行隆重公祭，数千名群众满怀
悲愤的心情，向静卧在鲜花丛中的女
共产党员茅丽瑛做最后的告别。《申
报》为此记载：“其情绪之哀伤，为鲁
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1962年，著名剧作家于伶完成以
茅丽瑛为原型的舞台剧本《七月流
火》，反映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
作品甫一问世，便引起了文艺界的广
泛关注，当时即有十余个省市话剧
院、团同时排演。1981 年，《七月流
火》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1989年，在茅丽瑛遇害50周年之
际，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并
在南京东路烈士遇害处勒石纪念。
翌年，塑烈士雕像于其母校——上海
市第十二中学（原启秀女中）。茅丽
瑛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孤岛”抗战女杰——茅丽瑛

新华社成都11月28日电（记者
许茹） 作为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
会重要活动之一，由中国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完成的《2018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28日在成都发布。《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
规模达 6.09 亿，全年视频内容行业的
市场规模预计超过2016亿元，同比增
长39.1%，行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和使用时
长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带动行业市
场规模迅速增长。《报告》显示，截至
今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为5.94亿，
占网络视频用户 97.5%；预计全年行
业的市场规模将超 118 亿元，同比增
长106%，在整个视频内容行业市场规
模中的占比迅速扩张。

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经过多年
发展，正走向精品化。网络剧总体数
量下降，但播放量迅速增长，《延禧攻
略》《如懿传》播放量分别突破 180 亿
次和100亿次，成为网剧中的“爆款”；
网络综艺在类型、题材上进行了创
新，篮球、机器人、航天等专业团队竞
技类真人秀赢得了较好的影响力。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周结表示，新兴技术的应
用带动了网络视听行业各环节全面
升级。其中，各大网络视听企业纷纷
加强对新技术的投入，新技术应用于
节目生产等各个层面；大数据技术被
应用于流量预警、会员流失预警等领
域；VR频道、多终端互动式虚拟现实
影院等为网络视频用户提供虚拟现
实的体验。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超6亿

据新华社电 欧 洲 数 国 政 要
27 日 提 及 对 俄 罗 斯 施 加 制 裁 的
可能性，以惩罚俄方拦截并扣留
3 艘 驶向刻赤海峡的乌克兰海军
小艇。俄 外 交 部 副 部 长 亚 历 山
大·格鲁什科回应，新制裁解决不
了问题。

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同
属一个党派的德国联邦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说，欧
盟可能需要加强对俄制裁。作为
欧盟轮值主席国外长，奥地利外长
卡琳·克奈斯尔说，欧盟将依据“事实
真相和俄、乌双方后续举措”决定是
否追加制裁。波兰副外长巴尔托
什·齐霍茨基呼吁西方对俄立场更
加团结一致。欧盟定于下月10日召
开成员国外长会议，预期讨论俄乌
海上争端。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在德国
首都柏林访问，说欧盟对俄罗斯追
加制裁是作“无用功”，可能起到“反
作用”。他说，更多制裁“根本不会
帮助解决任何问题”。另外，乌方可
能利用这一事件破坏原本陷入停顿
的明斯克停火协议。

欧盟酝酿
对俄追加制裁

据新华社悉尼 11 月 28 日电
（郭阳）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
府悉尼 28日遭遇暴风雨袭击，造成
火车及公交延误、上百航班被取消，
数以千计的用户断电。

澳大利亚气象局说，这是自
1984 年以来悉尼 11 月份最潮湿的
一天，仅一个半小时的降水量就达
到 91 毫米。澳大利亚电力公司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暴风雨导
致悉尼 6600多家用户断电，该公司
目前正在努力抢修。

澳大利亚悉尼
遭遇暴风雨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