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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张炜 吴姗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
任。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
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
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今年4
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
察时指出。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
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
带。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
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100年来，我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
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
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
煌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
育，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
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
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的重要论述，站位高远，内涵
丰富，思想深邃，对于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全民族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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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
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
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

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
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
繁荣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
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
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
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
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
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下转3版）

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10月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
国馆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
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各国围
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
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成就，加强对话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应该向何
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
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
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
流合作，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祝迪拜世博
会取得圆满成功。（致辞全文见2版）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日开
园，世博会中国馆同日开馆。中国馆主题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
遇”，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
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领域发展
成果。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 颜
若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在渝中区调研城市更新和历史文
化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
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传承历史文化，留住城市记忆，持续
提升城市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
品质、生活品质，加快建设“近悦远
来”美好城市，更好服务人民高品质
生活需求。

市领导王赋、陆克华等参加。
青砖黛瓦、吊脚小楼、绿树红

墙、窄巷长梯，长长的青石板，诉说
着旧时光。经过一番精心保护提
升，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正式开街，保
留了“七街六巷”街巷格局，老重庆
的老街、老巷、老味道华丽归来，很
多市民游客和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
纷纷来此寻山、探水、鉴城。唐良智
从厚慈街十八梯入口拾阶而上，沿
着巫溪馆、朱炳仁·铜艺术博物馆、
古井广场、十八梯记忆馆来到较场

口城市阳台，察看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保护提升情况，与市民游客亲切
交谈，大家称赞现在的十八梯非常
漂亮，唐良智祝愿大家国庆节快
乐。唐良智说，十八梯很有特色，是
老重庆、真山城，这里文物遗存丰
富，承载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
忆。要加强整体保护、有序开发，保
护好这里的重点文物、优秀历史建
筑和青石板、黄葛树、吊脚楼，把上
半城与下半城的历史人文资源串珠
成链，打通内部微循环，加强与轨道
交通衔接，进一步丰富提升业态，加
大宣传推介力度，让市民游客坐下
来、住下来，品味城市的“精致美”，
享受生活的“慢时光”。唐良智叮嘱
渝中区及有关部门，国庆假期市民
游客很多，要加强安全管理和巡查，
做好交通组织、人流疏导，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引导群众加强个人
防护，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水平。唐
良智还来到白象街传统风貌街区，
了解新民日报旧址、药材工会旧址
等保护利用情况。

（下转2版）

唐良智在调研城市更新和历史
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

传承历史文化 留住城市记忆
更好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

本报讯 （记者 王翔）9月29
日，荣昌区举行2021年第三季度工
业项目集中投产活动，包括西南地
区著名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胜华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14个项
目集中投产，总投资58.6亿元。项
目全部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约
56.2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 1200
个，进一步推动荣昌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近年来，荣昌区牢固树立“企业

无小事”理念，积极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切实做到“企业吹哨、
部门报到”，该区“6+1”现代产业体
系高质量发展态势凸显。

此次集中投产的项目，涉及
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农牧高新等多个领
域。其中，重点企业胜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各类电线电
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是西南地区综
合实力位居前列的电线电缆制造
企业。

2019 年，重庆胜华电缆在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多方比
较，最终选择在荣昌高新区建设新
工厂。 （下转2版）

荣昌区14个工业项目集中投产
集中签约56个重点项目，3亿元以上项目近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
梅）9月29日，合川区33个重点建
设项目集中开工，涵盖生活用品
制造、医药健康、汽摩制造、教育
卫生等多个领域，项目总投资近
78亿元。

此次开工项目包括15个产业
类项目和18个公共服务及基础设
施类项目。产业类项目中，重庆嘉
士博保温容器公司投资建设的嘉
士博保温瓶生产项目，用地面积
82亩，建筑面积近2.9万平方米，
计划投资3.8亿元，主要生产中高

档日用品，建设保温瓶生产项目基
地。预计2024年建成投产，建成
后年产值将达 5.8 亿元，年税收
2000万元。

医药健康产业方面，包括索尔
塔医疗西南地区生产研发基地一
期、格拉维医用手套、新方程血液透
析Ⅲ类医疗器械及消毒湿巾生产、
源阳医疗用品生产、博信检验检测
中心等一批医疗器械、医药防护用
品生产项目，部分项目今年可建成
投用。

（下转2版）

合川区3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项目总投资近7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白公馆
“小萝卜头”雕塑前摆放着数十束游客
敬献的菊花、红岩革命纪念馆留言簿上
一句句感言动人心弦……10月1日，重庆
日报记者获悉，截至当日下午4时，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所辖红色景区共计接待游
客33749人，红岩红色旅游受到追捧。

1日下午3时，渝中区气温33℃。
此时，正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的杨
涛、杨明强父子俩大汗淋漓。原来，从
上午10时起，父子俩从重庆冯玉祥旧
居出发，途经刘伯承六店旧居，中午1时
抵达红岩革命纪念馆。

“今天是国庆节，我带11岁的儿子
全程步行大概15公里，体验一次红色
之旅。”杨涛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
想让儿子明白中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
走向如今的繁荣富强。听到爸爸这么
说，杨明强难掩激动之情：“我也要向他
们一样勇敢顽强。”

除了这对父子，重庆日报记者还注
意到展厅中有不少青少年的身影。云
阳游客龙良海一家五口是1日凌晨1时
许抵达渝中区的，参观红岩村是8岁大
女儿一直以来的心愿。“她在电视上看
到过红岩村，就一直想来，这次我开车5
个小时，让她来心心念的地方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龙良海说。

走出展厅，龙良海的两个女儿来到
留言簿前，大女儿认真写下“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8个字，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儿
识字有限，于是画了一面迎风飘扬的五
星红旗。3本厚厚的留言簿上，很多都

是孩子们对祖国母亲的告白。如，10岁
的刘雅澜写道：“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
鲜血染红的，我要用我的双手把祖国变
得更加繁荣昌盛。”

重庆大学大二学生潘廷麒当日在
红岩革命纪念馆做志愿者，看到游客参
观热情高涨，他十分感慨：“我们青年一
代要继承发扬红岩精神，让中国更加强
大。”

进入白公馆景区大门，许建业烈士
雕像映入眼帘，雕像基座上摆放的10
余束菊花寄托着游客的哀思。拾级而
上，“小萝卜头”雕塑被游客敬献的菊花

包围。雕塑前的院坝上，4位工作人员
面向游客宣讲红色故事。

聆听工作人员朗诵《我们也有一面
五星红旗》时，现场游客挥舞手中的五
星红旗，祝福祖国更加富强。“这盛世中
国，如您所愿。”游客范勇激动地说，相
信中华儿女的接续奋斗是告慰英烈最
好的方式。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提醒，中共中央
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
魂陈列馆因设备维修于10月2日暂时
闭馆，10月3日恢复开放，请游客们安
排好参观时间。

“继承发扬红岩精神，让中国更加强大”

国庆假期首日红色旅游受追捧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10月1日
早上8时，在激昂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重庆人民广场举行隆重
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

6时50分，天刚蒙蒙亮，不少群众
已经来到了人民广场。

南岸区市民张亚婷女士带着孩子
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待升国旗的那一
刻。“我感觉‘双减’之下应该做点什么
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一大群妈妈约着
过来。在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中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感受会很不一样。”

中国马拉松大满贯重庆跑团城市
跑者统一的荧光绿服装在广场上很扎
眼，他们从南岸、巴南、北碚、九龙坡等
各个方向汇聚到这里。58岁的团长谢
华祥挨个给大家发了一条红领巾戴
上。“这是我们跑团第六年来参加这个
仪式，我们都为祖国的繁荣发展感到自
豪、骄傲！”

升国旗仪式前，现场奏响《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歌
曲。来自两江新区、九龙坡区、江津区
的小学生和优秀青少年代表在广场两

边列队站立。
广场上，挥舞的小国旗和着嘹亮的

歌声，将爱国热情点燃。
7时57分，在现场观众的瞩目下，

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官兵身着墨绿
礼服、手握礼宾枪，从牌坊正下方气宇
轩昂地阔步前行，英姿挺拔地伫立在国
旗下。

“敬礼！”一声口令响彻广场。
伴随着清晨的朝晖和雄浑高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

国旗下，所有人庄严肃立，仰视国
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共同见证
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深情祝福繁荣昌
盛的伟大祖国。

8时整，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升至
旗杆顶端，全场欢呼。

参加完升国旗仪式，九龙坡区天宝
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梁一帆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我很激动，也感到很光荣。作
为生长在新时代的青少年，我要刻苦学
习成才，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祝福伟大祖国！重庆人民广场举行隆重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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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8时，人民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10月1日，酉阳龚滩古镇，游客乘坐首航的游轮在
乌江百里画廊风景区游览。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10月1日，人们在北碚区蔡家中央森林公园旁的向
日葵花园赏花。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