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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⑧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1976年，我国发生了一连串震

撼世界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
理逝世。4月，人民群众悼念周恩
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发
生后，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
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
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9月9日，
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
人毛泽东逝世，举国上下都沉浸在
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
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
阴谋活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
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叶剑英、李
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
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共中央
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执
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采
取断然措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
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以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宣布对王
洪文、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
江青、姚文元也进行了隔离审查。
就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
枪一弹，没流一滴血，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
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在上海的骨干
分子发动武装暴乱的图谋，对“四人
帮”在其他各地的帮派骨干也采取
果断措施，保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
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
全党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
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
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
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
转折创造了前提。共和国的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1976年：十月的胜利

国庆庆典，举世瞩目。沈铁梅、王国华、严克美、
陈冰……多位重庆人有幸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会观礼等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飞扬、听军号嘹亮，

目睹激动人心的步伐、见证热血澎湃的荣光。他们参加
国庆盛典后，有哪些现场感受？日前记者采访了他们中
的16位代表，滚烫的话语中依然可见他们内心的激动。

沈铁梅（中国剧协副主席、
重庆市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
院长）

“继续前行”
彩车上下大家都欢呼着，庆

贺着！现场感受那种举国欢腾的
氛围让我非常激动！我们要继续
前行，继续前行！要继续把优秀
的传统文化承传下去。

王国华（重庆巴蜀中学校
长，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
模范）

“我爱你，中国”
礼炮轰鸣，歌声嘹亮；整齐的

队伍，威严的军容；精良的装备，科
技的魅力。晴朗的天空，欢呼的人
们，无不显示出阅兵的隆重与壮
观，让我感动不已。我爱你，中国！

严克美（重庆市巫山县当阳
乡党政办公室主任，扎根基层10
余年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的

“第一书记”典范）

“把青春奉献在基层”
作为基层干部，接受习近平

总书记的检阅，这是对我莫大的
鼓舞。我要把青春奉献在基层一
线。

陈冰（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
模、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刑事技术大队教导员）

“倍感责任在肩”
观礼台上的我，不仅是代表

个人，更是代表了4万多重庆民
警。作为新时代的人民警察倍感
责任在肩，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国庆盛典举国欢腾振奋人心

16位现场观礼的重庆人这样说

罗莉（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
化工有限公司技能大师，先后被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不会忘记肩负的责任”
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人

民幸福安康！身为中国人，感到
无比自豪。庆典过后，也不会忘
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将继续努力
奋斗！

冉绍之（重庆市奉节县移民局
原副调研员，荣获全国“最美奋斗
者”、改革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伟大飞跃”
每一个方队，都让我们感受

到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杨发英（重庆市铜梁区公安
局二坪派出所教导员兼刑事侦查
支队三大队大队长，2018年全国

“最美职工”）

“太振奋人心了”
看着他们笔直稳健的步伐和

整齐划一的队伍，太震撼、太振奋
人心了，无数次眼泪不由自主地
往下掉。

别必亮（民进重庆市委会
副主委、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
辑）

“使命在身，责任在肩”
古人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七十年砥砺奋进，七
十年沧桑巨变！仰望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振
奋人心的重要讲话，我们更感到
了使命在身，责任在肩。

马善祥（重庆市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荣
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

“前进的动力”
现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每

个人的感情都彻底迸发出来了，
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祖国的强
大令人欢欣鼓舞，也给了每个人
更多前进的动力。

王迪（重庆市大渡口区新山
村街道沪汉社区党委书记、全
国最美社区人物、重庆市优秀
共产党员）

“既激动又震撼”
既激动又震撼！新中国70年

来风雨兼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作为她的儿女，我们都非常
自豪！

张兴海（重庆小康工业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努力为国争光”
参加庆典活动，在激动和自

豪之余，我也感觉使命在肩，感觉
到责任和担当，我们一定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努力为国争光！

李绍玉（重庆市荣玉苗家刺
绣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
工作者、苗绣传承人）

“带动更多人就业创收”
和大家一起高唱国歌，亲身

在现场感受那种气氛，我激动得
热泪盈眶。好想把这次在国庆阅
兵式现场看到的一幕幕都绣出
来。以后在工作中我也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带动更多人就业、创收。

徐前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
车站值班员，2019 年全国见义
勇为模范）

“向他们学习”
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比的

骄傲。我要向他们学习，影响和
带领身边的人共同进步。

唐芳（重庆市梁平区仁贤镇
五一完全小学副校长，“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
范”获得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嗓子都喊哑了”
手机都拍没电了！嗓子都

喊哑了！祖国越来越强大，人
民越来越幸福。

李红勇（长江重庆航道工程
局项目经理，全国劳动模范、重
庆市首届巴渝十大工匠）

“感到自豪”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激动，

特别是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更让
我们为新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
就而感到自豪！

严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
事长）

重报集团全媒体中央厨房 陈旭 田东 饶治美

“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作为出席观礼活动的民

营企业家代表，深感荣幸、备受
鼓舞。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
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必须
更加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10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
区获悉，国庆假期，包括京东方在内
的两江新区各大园区的生产企业车
间里一片繁忙景象，多家大型生产
企业不停产不停工，部分企业也分
别于10月3日、4日陆续复工。

10月6日，在京东方重庆智慧
系统项目创新产品电子标签生产
线，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项目负责人介绍，2018年共生
产了1400万台(件)产值5亿元，今
年有望突破10亿元。该负责人称，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
欢活动上，京东方生产的3290块可
折叠手持光影屏，在演员的手中不
时变换着色彩，拼接阵列成五星红
旗、长城等图案，向世界呈现了一场
视觉奇观。

不止是京东方，在重庆万国半
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每
个工人都穿着工作制服，在工作岗
位上忙碌着。据了解，该公司是亚
洲首家集12英寸芯片及封装测试
为一体的半导体企业。一期规模为
月产2万片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
片、月产500亿颗（KK）功率半导体
芯片封装测试；二期计划投资5亿
美元，月产5万片12英寸功率半导
体芯片、月产1250亿颗（KK）功率
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

据悉，国庆期间，仅在水土园
区，涉及光电显示、智能装备、生物
医药、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等行
业的大型生产企业有将近一半仍在
正常生产。除京东方外，还有万国、
康宁、莱宝、超硅、北大医药、药友制
药、海默尼等大型生产企业均在国
庆期间开足马力，保证产能。

“重庆造”可折叠手持光影屏
亮相天安门广场联欢活动

两江新区企业这个国庆有点忙

南川区烈士陵园位于南川
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文化路136
号，占地面积 10 亩左右，于
1951年建立。截至目前，有关
部门为加强对革命烈士陵园的
管理，共进行了6次整修。现
陵园内烈士纪念建筑设施主要
有烈士纪念塔、忠骨陈列室、礼
台等，现安放51名革命烈士的
忠骨，其中无名烈士21名，实
名烈士30名。

南川区的革命烈士中，有
1933年在南川区牺牲的早期
共产党员；有1927年北伐战争
失败后转入南川，在坚持地下
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有抗美援
朝战争和反击外来侵略者战斗
中牺牲的同志。

南川区广泛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
烈士陵园教育阵地的作用。南
川区烈士陵园现为重庆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南川区烈士陵园

南川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
（文图均由南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本报北京电 （记者 戴娟）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
开。”10月7日上午，正在北京奥林
匹克公园展出的“魅力重庆”彩车
前，一曲美妙动人的合唱令来往游
客驻足，仿佛把大家带回到那个战
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合唱团的主
角，正是当年在红岩村长大的“红岩
儿女”，他们此行不仅特地打卡重庆
彩车，更希望传播、弘扬红岩精神。

“国庆当天，重庆彩车在天安门
前驶过时，很好地向世界展现了重庆
形象。”此次活动发起人、中国红岩
儿女联谊会总干事童丹宁赞许道。

童丹宁1943年生于重庆红岩
村八路军办事处，其父童小鹏是一
名老红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
40年。得知重庆彩车将于10月7

日下午撤展回重庆，童丹宁特地联
系部分“红岩儿女”，打卡重庆彩车，
向顺利完成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
众游行活动的重庆彩车团队表示祝
贺。“重庆彩车设计制作很精美，重
庆元素很有特色，展示了新时代新
重庆美好图景！这离不开彩车工作
团队每一位成员付出的努力！”

现场唱响的《红梅赞》《我和我
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等红色经典歌曲，也感染了不少
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现场义务担
当指挥的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霍
家营合唱团团长刘彦云说，合唱团
成员特别敬重红岩英烈和红岩精
神，朋友群里得知今天上午的活动，
大家纷纷响应，在这里一起歌唱祖
国，歌唱红岩，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
爱，对革命先烈的缅怀。

“红岩儿女”打卡“魅力重庆”彩车
咏唱红色经典传颂红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