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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

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
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
判断宣传思想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
的新形势、面对的新任务，对提高宣传思
想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
以“强起来”为目标，推动宣传思想工作
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

强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标志性要求。强起来，意味着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正
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宣
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
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经过 5 年多来的努力，宣传思想
战线正本清源的任务取得重大成效，现
在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在这
个新起点上，既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好
经验；又勇于开拓创新，找到新办法，我
们才能乘势而上，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
断强起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推动宣传思
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守正”是基础。今
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往往也
是矛盾凸显期。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越是面对挑战和困难，就越需要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就越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
量，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保持战略
定力。因此，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
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
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
大贡献。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创新”是关键。今天，面对国内国际新
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
新趋势，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有些做法过去有
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
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
在则需要突破。无论“一篇通稿打天下”
的思维，还是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无
论“报纸跟着网站跑、网站跟着公号跑”
的现象，还是内容枯燥单调、营销方式单
一的演出，都提醒我们“不日新者必日
退”。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
作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才能把握社会脉
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始终

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坚

持“守正”，“创新”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
指向；不断“创新”，“守正”才能获得活力
源泉和动力根基。完成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既
有“守正”的要求，也有“创新”的课题。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以自觉
的担当作为、鲜明的问题导向、积极的改
革创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
正创新”的要求，宣传思想工作才能在向
上向好的基础上更上层楼。

守正不渝，创新不止。努力在“守
正”中“创新”，坚持在“创新”中“守正”，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我们就
能以新的气象、新的作为，创造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使命、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
绩。

（9 月 5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守正创新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习
生 杨雅涵）9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
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重庆站）暨重庆长
寿湖国际铁人三项赛将于9月15日鸣枪
开赛，届时预计有900余名国内外铁人
三项运动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

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
府主办。作为我市传统体育品牌赛事，
长寿湖国际铁人三项赛此前已成功举办
了8届。今年，该赛事首次被纳入中国
铁人三项联赛体系，成为我国最高级别
的铁人三项赛事。

据了解，为了扩大参赛面，今年的长
寿湖国际铁人三项赛除设置了职业组、

大师组和全程分龄组之外，还设置了半
程分龄组、混合接力组、重庆体验组、骑
跑两项组、水陆两项组等多种组别。“其
中，为促进青少年铁人三项运动发展，本
站赛事还特别设置了半程16至19岁分龄
组，符合要求的青少年运动员都可参加比
赛。”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赛事的报名工作已经启动，
感兴趣的市民可通过登录中国铁人三项
联赛官网（http：//ctl.aquawud.cn/）和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网（http：//
triathlon.sport.org.cn/）报名。

长寿湖国际铁人三项赛15日开赛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化委获悉，今年我
市城市电影暑期档票房达4.36亿元，创
暑期档票房新高。其中，电影《我不是药
神》以超8000万元的票房成为最卖座电
影。

今年6月至8月，我市共放映影片
815417场、观影人次1267.12万人次、票
房 4.36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1.02%、3.23%、4.68%。其中，6月票房
9428.98万元、7月票房1.72亿元、8月票
房1.70亿元。

暑期档中，票房达千万元以上的影
片共有 11 部，其中，《我不是药神》
8082.90万元、《西虹市首富》6100.09万
元、《侏罗纪世界2》4487.60万元、《一出
好戏》3348.71万元、《巨齿鲨》2840.38万
元分列前五位。

重庆暑期档票房达4.36亿元
《我不是药神》成最卖座电影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9月4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2018年下半年教师
资格考试9月4日起开始接受报名，11月3
日考试。

本次考试报名日期为9月4日至9日，考
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
ntce.neea.edu.cn）进行报名。考试按照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等分为不同的内
容。考生可于12月11日查询成绩。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提醒，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只是具备了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的条件之一。考试合格者须在其他条件
具备后，向当地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认定
相应的教师资格、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如想了解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认
定程序、认定报名、查询教师资格真伪等，可登
录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查询。

今年下半年
教师资格考试
开始报名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4日
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
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特别
代表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9月8
日访问朝鲜，并出席朝鲜建国70
周年庆祝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特别代表栗战书将访问朝鲜

9 月 4 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九龙
坡区华岩新城锦虹路附近，体验疏浚工
陈兵华和队友的工作。立秋后，重庆的
高温并未结束，天气闷热。陈兵华头戴
安全帽，系上保险绳，背上空气呼吸器，
带着小铲子、小锄头、小桶等工具，在同
事帮助下缓慢进入污水管道。在井下，
封闭环境的气温比外面高出 10 多度。
随后记者也身着防护服下井。踩在淤
泥中的陈兵华将堵塞在里面的垃圾挖
起来舀到小桶里，然后由上面的疏浚工

拉到地面，如此反复交替。在井下还不
到10分钟，记者的汗水就流进眼睛里，
再过一会儿，便全身湿透、胸闷头昏，坚
持不住不得不返回地面。隔了一会儿，
陈兵华就从井下上来了，他脸上的汗滴
如同断线的珠子，全身湿透。小憩片
刻，他再次下井工作。

据了解，陈兵华所在疏浚工班组共
5名工人，负责中梁山片区包含中梁山
以西部分区域的下水道畅通。陈兵华
今年55岁，在这个岗位上奉献了11年。

8月9日上午8点20分，炽热的太阳已经开始烘
烤大地。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机务
段，电机大修库内机器轰鸣，热浪滚滚。

这天，郑建一如既往地提前来到车间。作为电
枢检修组的工长，48岁的郑建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
了18年。“电枢检修组主要是检修机车电机，这个工
作的特殊性在于必须要趁热。头天晚上要把电枢转
子放进烘箱烘烤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上班时再取出
来，这时转子的温度达到170℃左右，我们就要趁热

清理掉转子上的绝缘层。”郑建一边拉开烘箱，一边
说道。

烘箱一开，热浪迎面扑来，在龙门吊的帮助下，8台
“热情似火”的转子很快准备就绪，11名班组成员戴上
手套开始工作。因为高温，塑胶绝缘层散发刺鼻的气
味，所以每位工人还必须戴上防毒面具。为了防止温
度下降过快，工作区内是不允许使用任何降温设备
的。环境温度直线飙升，很快就达到了60℃左右，
郑建和工友们的工作服、帽子、手套全被汗湿……

▲8月9日，铁路机车检修工郑建（右）和工友们正
在给170℃的电机转子进行绝缘层清理。

▲铁路人在酷暑难耐的户外进行入库列车的地
沟检查。

▲铁路人顶着烈日爬上烫人的车顶进行空调电机检修。

▲9月4日，九龙坡区华岩新城锦虹路下水管道口，从闷热的管道疏浚作业一段时间后，陈兵华上到地面休息调整。

▲下水管道里，陈兵华示意井上的队员将装满污泥的小桶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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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铁路人在高温下检修机车电机

● 疏浚工忍着恶臭疏通城市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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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贵 阳 8 月 29 日 电
（记者 李惊亚）位于贵州省铜仁市
思南县安化街的旷继勋烈士故居，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里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旷继勋，原名大勋，号集成，出
生于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
湾，兄弟姊妹共7个，旷继勋排行老
三。1914年，旷继勋与邵家桥邓家
二女儿邓白玉结为夫妻。

旷继勋早年随友人入川参加反
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投身民主
革命。他机智勇敢，武艺高强，连立
战功，由“下等兵”提升为排长、连
长、营长。受五四运动后反帝爱国
思潮的影响，旷继勋革命思想开始
萌芽。1925年，旷部编入邓锡侯的
江防军，旷继勋任第7混成旅第2
团团长。

1931年1月，旷继勋在鄂豫皖
苏区指挥了第一场战斗——“磨角
楼战斗”。战斗中，他带领部队顽强
冲杀，经三天苦战，终于攻下磨角
楼，歼敌500余人，缴枪1000余支，
拔掉了鄂东北苏区与皖西苏区之间
的一颗“钉子”。2月，旷继勋指挥
部队攻打战略要地新集，运用坑道
爆破的方法把城墙炸开，一举攻占
新集。从此，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

片。3月，旷继勋率领红四军打响
“双桥镇战斗”，仅用7个小时歼灭
敌人1个师，取得空前大捷。旷继
勋等指挥红四军主力，在全区军民
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第二
次“围剿”。

1932年9月，旷继勋调任红四方
面军第12师师长，12月，任红10师
代理师长。后调红四方面军总部工
作，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和反三
路围攻等战役。后任川陕省临时革
命委员会主席、通江县军事指挥长等
职，领导和主持川陕省的各项工作。

他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指导
方针，严厉批评张国焘的家长制作
风等问题，张国焘心生恨意，伺机报
复。1933年，张国焘诬陷旷继勋与
反动军阀秘密勾结，以“国民党改组
派”“右派”的罪名逮捕旷继勋，并于
6月将旷继勋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
县洪口场。

红军“虎将”旷继勋：一腔热血写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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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校园秩序管理，严禁任何
人、任何组织通过任何形式在校园
内推介非法集资活动。定期开展非
法集资活动排查，密切关注非法集

资入侵校园的形式，警惕通过校园
课堂、传单、微信朋友圈、微博、信息
推送、熟人推荐等形式吸引学生参
与非法集资活动。

（据新华社）

教育部：严禁在校园内推介非法集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