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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银川 12月 22日电
（记者刘海）刚从北京载誉归来，64
岁的王有德来不及休整，直奔他心
心念念的马鞍山荒滩整治现场查看
作业情况。

“获得这么高规格的荣誉，是对
宁夏治沙事业的肯定；是荣誉，更是
动力！”王有德说，“虽然已经退休
了，我还要继续坚持防沙治沙，生命
不息，治沙不止。”

王有德与沙漠的抗争早在 40
多年前就开始了。

王有德的家乡在灵武市马家
滩，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幼年时，
他眼睁睁看着风沙一次又一次灌满

了窑洞，十几年里，20 多个村子、3
万多人被迫迁移……

1976年，王有德进入林业系统
工作；1985 年，他出任白芨滩林场
副场长，开始带领职工与沙漠展开
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

“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才
能实现治沙事业可持续发展。”王有
德说。

通过多年改革创新，他带领职
工成功推广了草方格治沙、乔灌草结
合的精准造林技术，探索建立了

“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
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
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
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
经验。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王有德
带领职工以“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
生态落了后”的拼劲，营造防风固沙
林 60 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筑
起了一道东西长47公里、南北宽38
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止了毛乌
素沙漠南移和西扩，实现了人进沙
退的伟大壮举。

2014年，退休后的王有德发起
成立了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
基金，在新的“主战场”继续拼搏。

“多栽一棵树，就是我的价值；
多治理一片荒山，就是我的价值；让
当地老百姓找到致富之路，就是我
的价值！”王有德说。

王有德：生命不息 治沙不止
据新华社成都 12 月 22 日电

（记者谢佼 周相吉）“养猪希望富，
希望来帮助”。这句深得农民之心的
话，出自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之
口。改革开放以来，刘永好带领的企业
稳步发展，帮助了无数农民发家致富。

刘永好四兄弟是第一批放弃“铁
饭碗”的人。“跟着党的改革政策走，政
策在农村，我们就去农村！”刘永好回
忆，1981年，刘家兄弟变卖物品凑足
1000元钱，先后辞去公职在新津县古
家村从事育种、养殖，端上了“泥巴碗”。

他们借钱孵出10万只小鸡，购货
人跑了，四兄弟差点跳了岷江。他们顶
着月亮出门，骑车几十公里进成都摆
摊，把鸡苗一只一只卖掉。最关键的十
来天里，自行车日夜飞奔，每个人身上
掉了十几斤肉，最终渡过难关……

“学会埋头拉车、抬头看路、仰
头看天！”刘永好一路总结，“拉车要
勤奋、吃苦，敢于面对失败，规范管
理。看路要看市场格局，看天要看
时代大潮。”

他们研发出我国首个国产乳猪
配方饲料“希望一号”，“希望”饲料很
快在市场上超过进口饲料，如今稳居
世界前列，带动无数农民养猪致富。

目前，刘永好带领的企业，产品
涵盖饲料生产、农业科技、食品加工、
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在全球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子）公司 600
余家，连续 16 年被评为“中国企业

500 强”。2017 年，新希望集团销售
额过千亿元。2018年有望超过1300
亿元，保持强势增长。

他牢记社会责任，倡议发起民营
企业扶贫的“中国光彩事业”，20 多
年来帮助数以万计农民脱贫，号召

“万企帮万村”参加脱贫攻坚战。他
提出帮助培训10万名新型农民和乡
村技术人员，让新型农民“绿领一族”
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习总书记讲话像拨开云雾见到
阳光，帮扶政策像空气，全国不断升
级的市场像土壤，民营企业发展新格
局来到了。”刘永好眼前的道路充满
希望。

刘永好：民营企业有希望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记者

吴振东）“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
斗守战场。”这一段歌唱当年“八百壮
士”在四行仓库拼死抗敌的歌词，今天
听来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新铺墟尖
坑村人，1905年4月生。1922年考入
广州国立高等师范。1925 年底转入
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
参加北伐战争。1934年9月于庐山军
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次年任第 88
师补充团中校营长。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后，日军陆续攻占大场、江湾、闸北、庙
行地区，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后路。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主力撤至苏
州河以南阵地。10 月 26 日，第 88 师
262 旅 524 团团附谢晋元受命率官兵
420 余人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
退。他们于10月27日凌晨进驻苏州
河北的四行仓库。为了迷惑敌人，四
行守军对外称八百人，故外界敬之为

“八百壮士”。
10 月 27 日清晨，日军发现四行

仓库内仍有中国守军，立刻发动进
攻，受到“八百壮士”的猛烈阻击。10
月28日晚，谢晋元向官兵传达了“死守
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的命
令，表达了与全体官兵同坚守共存亡
的决心，并勉励他们要展现不怕流血

牺牲的军人气概和挽救国家民族危
亡的精神。

谢晋元以卓越胆识和机敏的指
挥，率部在弹丸之地与穷凶极恶的日
军激战四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疯狂
进攻，毙伤日军200余人，用生命和鲜
血奏响了一曲抗击侵略的壮丽凯歌，
史称“八百壮士守四行”。

10月31日凌晨，在完成掩护大部
队后撤任务后，“八百壮士”奉命全部
撤入公共租界。此后，汪伪政府多次
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均被其
严词拒绝。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
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士兵用匕首刺死，
时年37岁。同年5月，中国政府下令
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谢晋元这
位抗日英雄，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
仓库的一条马路改名为晋元路，与
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
晋 元 公 园 ，并 在 园 内 修 建 谢 晋 元
墓。1983 年，谢晋元墓迁至上海市
万国公墓名人墓园。2014 年，“谢晋
元等八百壮士”被列入民政部公布
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近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的瞻仰者络绎不绝。在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之际，他们来到这里
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表
达哀思，也倾诉对“八百壮士”、对谢晋
元的崇敬之情。

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孤军血战四行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
者姜潇）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近日以各种形式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大家表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参政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为新时代改革开
放伟大事业凝心聚力。

万鄂湘、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陈竺、万钢、武维华、苏辉、高云
龙分别参加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
建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致
公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台盟中
央、全国工商联的座谈学习活动。

民革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
富、铿锵有力、激励人心，吹响了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冲锋号。在新
时代改革开放新征程中，民革全党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着力发挥民革在社会
法制、三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重
点领域的特色优势，选准课题深入
调研，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民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
次伟大革命。民盟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为党分忧、为民
尽责，助力改革开放，始终责无旁
贷。民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刻认识以“十

个始终坚持”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
把握“九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做推动改
革开放奋勇前进的坚定支持者和践
行者。

民建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深刻地
总结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全面擘画了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民建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统领，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
旗帜，保持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
和优势，引导广大会员更深刻地理
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围绕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建言献
策，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凝聚磅
礴力量。

民进中央在学习中认为，必须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
势，是改革开放40年给民进的实践
启示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政党，民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
发挥民进在教育文化出版领域的界
别优势，广泛凝聚会内思想共识，做
好所联系界别和群众的思想引导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以新作为推动履
职提质增效，为新时代改革开放伟
大事业凝心聚力。

农工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4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农工党
发挥参政党作用提供了极其广阔的
舞台。农工党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同中
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

良传统，一如既往坚定跟中国共产
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改
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发挥我
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当好中国共
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建
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致公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
引人共鸣。致公党将以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为契机，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自豪感转
化为参政履职的实践热情，把侨海
特色转化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的
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凝
聚侨海的无限智慧和磅礴力量，为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
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
就，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而
不懈奋斗。

九三学社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充分证明，必
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
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
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九三学社
将始终不忘多党合作建立初心，最
大限度地调动科学技术界高、中级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服
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充分发
挥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
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
有贡献。

台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台
盟全体盟员和所联系台胞在新时代
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斗志和

干劲，更加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台盟是由定
居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
的参政党，祖国统一是我们孜孜以
求的梦想。全盟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寓手足之
念于家国、寓同胞之情于民族，锚
定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继续发挥特
色和优势，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

全国工商联在学习中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昭示了将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重申了

“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给民营企业
家指明了方向、稳定了预期。全国
工商联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发挥
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团结凝聚广
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融入时代大
潮，投身改革洪流，在新时代实现新
作为、创造新奇迹。

无党派人士在学习中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包括
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党外人士的历史
贡献，特别是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令广大无党派人士倍感振
奋、深受鼓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无党派人士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发挥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
改革建言，自觉为开放助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
慧和力量。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伟业凝心聚力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
力量源泉。改革开放40年，最具活力的是人，最该致敬的也
是人。

“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
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个始终坚持”，深情
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热情讴歌人民群众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的创造伟力，将伟大成就归功于中国人民。真
挚的话语，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充分彰显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40年来，
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
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斩棘，40 年砥砺奋进，改革开放在
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
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经验的取得和积累，都来自
亿万人民的实践和创造。40 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
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
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
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
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
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顾改革开放40 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始
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坚持保护环境
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始终坚持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大业，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始终坚持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十
个始终坚持”，既是对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发展奇迹
的深刻揭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风貌，是由实干定
义的。4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跻
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农村贫困人口减
少 7.4 亿、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94.4 个百分点的减贫奇迹，
我们之所以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
业化历程，靠的正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靠的正
是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拼劲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的：“40 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
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
干出来的！”正因如此，40年来我们党始终顺应民心、尊重民
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
获得前进动力。

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新的出发。书写了伟大历史的改革开放，必将在新
征程上书写新的辉煌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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