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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
——论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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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今年
8 月，旅比大熊猫“好好”顺利诞下
两只大熊猫幼崽。近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就此互
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两只大熊
猫幼崽的诞生值得共同庆贺。相信
它们将成为中比友好新佳话。我高
度重视中比关系发展，愿同菲利普国
王一道努力，推动中比全方位友好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菲利普国王在贺电中表示，两

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是一大喜讯。
我对比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良好合
作表示高度赞赏。

就旅比大熊猫诞下幼崽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互致贺电

新华社播发通讯

中国梦想成就于亿万人民共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 董翰博
报道 10月 3日，省委副书记、省长
唐一军到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应急调度中心、交警值勤岗位，检查
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安全保障工
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公安干
警。唐一军强调，国庆安保正处在
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
顺利出行。

节日的沈阳，喜庆祥和。唐一
军首先来到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
局应急调度中心，认真听取全省交
通运输保障、安全管理工作汇报，通
过调度指挥系统实时察看高速公
路、主干道路和重点景区交通状况，
不时询问旅游交通信息、省外车辆
进出等情况。唐一军说，大家放弃

假日休息，全警动员、全员到岗，不
怕疲劳、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打好

“保平安、迎大庆”这场硬仗，我代表
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
干警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希
望大家牢记初心使命，再接再厉、善
作善成，以广大干警的辛苦指数提
升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他强调，
交通安全是重大节日安保工作的重
中之重。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

加强组织协调，总结经验教训，进一
步严查隐患、强化监管、优化服务，
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做实工作，做
到严丝合缝、一丝不苟、全力以赴，
确保全省交通整体运行安全平稳有
序；要注重科学值勤、统筹调度，充
分运用科技手段，及时做好调度疏
导，突出抓好重点景区、重要路段的
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同时，要关心关
爱值勤备勤干警，（下转第二版）

唐一军在沈阳市检查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时强调

全力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顺利出行

本报讯 记者王刚 刘家伟报
道 9 月 29 日中午，鞍山市公安局千
山分局汤岗子派出所民警孙鹤桐吃完
午饭，拿出手机点开鞍山市公安局开
设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手机平台，进入“学习园地”，再次深入
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开设包含“教育提示”“学习园地”
“主题教育片”等八个栏目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手机平台，每
天将有关内容分类别分批次发给全体
党员，鞍山市公安局利用手机在线平
台开放性、便捷性、灵活性等优势，实

现了所有党员学在日常、学在身边。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鞍山

坚持对标对表，坚持上下贯通，坚持学
做结合，切实加强领导，强化工作调
度，扎实推动主题教育走向全面深
入。鞍山实行主题教育办公室日碰
头、分管领导周调度、常委会月汇报等
制度，下发 15 期工作提示单，分层级
制作 4 张主题教育工作导图，组建 16
个指导组，深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指导督促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同时，市委领导带动各级干部深
入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一线
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发现基层突出
问题加以整改，（下转第二版）

鞍山上下贯通推动主题教育走向全面深入

对标对表找差距
学做结合抓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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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

⬅国庆节期间，沈阳市北市
场张灯结彩，到处弥漫着喜庆祥
和的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10 月 1 日早，记者见到高铁
阜新站客运值班员胡晓楠时，她
正开着扫地车清扫站台。出生于
1990 年的胡晓楠面容清秀，已在
火车站工作7年。

站内广播响起提醒客运值班

员接车的信息，胡晓楠站在站台
楼梯附近迎接旅客，开始解答各
种问题。10 时 12 分，G8161 次列
车准时进站。胡晓楠扯着嗓子提
示候车旅客注意安全。列车停稳
后，她开始与列车长交接工作，交

接重点旅客、接收旅客遗失品、安
排误乘过站旅客，直至列车缓缓
离开阜新站。

“累点不怕！能维护好站台
秩序，安全无误地接送旅客，我就
满足了！”胡晓楠满足地说。

90后客运值班员胡晓楠忙碌的“十一”
本报记者 年旭春

10 月 1 日中午近 12 时，刚从
口岸旅客检查现场完成旅客入境
边防检查执勤任务，丹东港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徐伟回到休息
室稍作休整。此前，徐伟已在验
证台旁连续工作了 3 个多小时。
中秋节以来，徐伟每天最少要进
行5个小时的验证工作。

国庆节期间，丹东港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 20 名
民警全员上岗。副科长沈皓说：

“我们这是在守国门，必须严肃认
真，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她的
丈夫丁元峰也是边防检查站的一
名民警，此时也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夫妻俩只能把刚上小学一年
级的儿子交给姥姥照看。

执勤业务一科教导员李鹏飞
告诉记者，针对客流高峰，丹东港
边检站采取简化出入境证件办理
手续、保障快速通关等新举措，让
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
超过 15 分钟，积极营造文明、和
谐、舒适、高效的口岸通关环境。

我为祖国守国门
本报记者 王卢莎

10月3日7时，海平面下35米
处，整机189米长的“海宏号”盾构
机正在向前推进。主控室内，在
震耳的机器轰鸣声中，大连地铁5
号钱中铁一局跨海大盾构项目部
盾构队队长李占营的目光在 6 块
监控屏幕上迅速扫视着。

5 号线南起虎滩新区北至后

关村，全长 24.484 公里。盾构目
前正在由梭鱼湾南岸向大连火车
站方向掘进。“这一区间长 2882
米，要穿越三大溶洞群，是国际首
例大盾构穿越岩溶地层海底隧
道，也是5号线施工难度最大的一
段。”李占营说，“越是到节假日，
越要注意作业质量和安全。”

这个国庆长假，李占营带领
全队28名工人像往常一样实行两
班倒。“国庆节当天，大家都铆足
了劲，在严格遵守工序的情况下，
比往常多推进了 1 米多。”李占营
笑着说，“对我们来说，每天圆满
完成盾构推进的各项任务就是最
好的爱国。”

多掘进1米就是最好的爱国
本报记者 杨少明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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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继续在
全省各地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
一定倍加珍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

得的辉煌成就，把对伟大祖国的美
好祝福化作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
坚守初心、担起使命，团结一致、奋
发有为，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贡
献力量，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贡献力量。

10 月 1 日上午，省委编办领导
班子成员和有关处室负责同志集中
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会。随后，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大
家一致表示，一定以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
省委具体要求，继续深化党政机构
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为加快推进辽
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

的体制机制保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大党员干

部纷纷表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
新要求，一定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积极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通过加快建
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重大技术
装备战略基地和国家新型原材料基
地，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完善绿色制
造体系等，（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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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化作砥砺奋进的动力

“我们这活，越到节假日越
忙，休不休息无所谓，游客平安，
就是咱最大的幸福。”10 月 3 日，
驾驶着电动巡逻车，鞍山市公安
局千景分局玉佛山景区治安派出
所王竞颉每到一个巡查点，都会
下车四处转上一圈，不仅是为了
排查安全隐患，也是为了震慑犯
罪分子，让游客感到更安心。

王竞颉所在派出所的辖区包
括二一九公园、玉佛寺、东山风景
区等景点，每到国庆节期间，日均
游客总量都要达到四五万人次。
调入派出所 3 年来，每年这个时
候他都坚守岗位，为景区打造平
安、舒适的环境默默努力。

国庆节期间，鞍山市共有
5000 余名基层民警奋战在安保
一线，为群众平安欢度节日保驾
护航。

“游客平安，就是
咱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刘家伟

10月3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人流如织，处处洋溢着
喜庆的节日氛围。在“鸟巢”和“水立方”之间，展示中的“展
翅腾飞”辽宁彩车成为广场上当之无愧的“明星”，各地游客
争相“打卡”，近距离感受彩车的“颜值”与“实力”。

9时05分，辽宁彩车迎来了第一位参观者——北京市民
王丽莎。“我的母亲是辽宁人，所以我对辽宁有着深厚的感
情，一进园区就直奔辽宁彩车来了。”王丽莎说，“辽宁彩车既
有‘颜值’又有‘实力’，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视觉冲击力，钢
包、齿轮、英模、红海滩、大机器人等元素彰显了专属于辽宁
的时代感、成就感、自豪感，作为辽宁人的后代我深感骄傲。”

摄影爱好者于亮一大早就在园区外排队，进入园区后
径直来到辽宁彩车前，举起专业相机将彩车从头到尾拍了
个遍。“2014年，我专程到阜新拍摄海州露天煤矿和蒸汽机
车，辽宁拳拳的赤子之情、厚重的工业历史给我留下了难以
磨灭的印象。”于亮说，“国庆节当天在电视前就被辽宁彩车
惊艳到了，今天近距离观赏更震撼、更具视觉冲击力。如果
有机会，我还想到辽宁去看看，用镜头记录新时代辽宁工业
文化的变迁和传承。”

来自江西井冈山的刘林华同样对辽宁彩车上的工业元
素表现出浓厚兴趣。刘林华绕着辽宁彩车走了好几圈，钢
包、钢水、齿轮等都收录进他的相机里。“辽宁彩车给我的第
一印象是工业属性特别强，老工业基地的特色定位很精准。”
刘林华说，“辽宁在共和国70年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贡献了1000多个新中国工业‘第一’，谱写了新中国创
业史诗，这些在彩车上都有体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0 时 20 分，辽宁彩车上空响起悠扬旋律，彩车文艺表
演序幕拉开。7名芭蕾舞演员在悬空的舞台上轻飞曼舞，两
名少年与小机器人六手联弹《我和我的祖国》，瞬间点燃了
现场观众的热情，人群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看着彩车上的家乡人和大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个熟悉场景，
我有点想家了。”在内蒙古通辽工作的阜新人马永胜动情地
说，“辽宁彩车有情怀、有温度、有品质，每一个细节都能打
动人、鼓舞人，都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彩车上，憨态可掬的小机器人时而俯身弹奏，时而挥
动手臂致意，引得大批游客驻足围观。“今天我们就是专程
来看它的，孩子正在学习编程，听说小机器人是通过程序
控制来进行弹奏的，孩子们特别感兴趣。”在北京旅游的沈
阳人赵丹丹得知辽宁彩车在奥林匹克公园展示，特意和朋
友带着孩子赶来观看。看着机器人娴熟地弹奏《我和我的
祖国》，尚浩然和邵鹏森两名小朋友也一起跟着哼唱起来，

“机器人代表科技的发展和祖国的未来，咱辽宁人真了不
起。回去后我们一定要学好编程，将来让机器人带给我们
更加美好的生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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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今天的奋斗
成就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在我驻外人员、华侨华人中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月7
日，“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将在辽宁
省博物馆隆重开幕，百件国宝文物即
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展出作品有很多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除了书画作
品令人关注外，唐釉陶和唐泥塑也是
展览的看点。

此次展览将展出朝阳市博物馆收
藏的“唐釉陶半翻髻仕女俑”。这件文
物是从朝阳纤维厂唐孙则墓中出土
的，通体施淡绿色釉，头梳单刀半翻高
髻。据介绍，唐俑是按照生活中的真
人塑造制作的，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
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旅顺博物馆此次参展的“唐泥塑
彩绘仕女俑头”，是从新疆吐鲁番哈拉
和卓墓地出土的，泥质，掺毛纤维制
作，内有木柱支撑。女俑发髻高绾，面
施白粉，细腻光滑，眉梢精细，直鼻小
口，额前饰朱色花钿，眼角两侧描斜
红，两腮点妆靥。塑像气质高雅，是唐
代盛装妇女的形象。

此外，上海博物馆参展的唐高闲
《草书千字文》残卷也值得一看。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
1 月 5 日。辽宁省博物馆首次与大麦
网合作，开通网上预约参观平台，参观
者需要凭身份证件入场。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珍品荟萃
唐釉陶和唐泥塑也是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