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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蒋艳 陈国栋 北京报道

7月1日的北京长安街，红灯笼、中国结映衬出
浓浓的节日气氛，长安街头的一些主题花坛，花团锦
簇、竞相开放，有“开天辟地”“建国伟业”“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用花艺的形式
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壮阔画卷。

重报集团记者与观众们一起早早进入天安门广
场，“零距离”感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广场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有条不紊地做着
庆祝大会前的最后准备，远处还能听到阵阵排练的
歌声。

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
在广场中央，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为了迎接党的百年庆典，一座巨型装饰如拱桥
般横跨广场，“1921—2021”的字标中间是巨大的党
徽，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寓意中国共产党走过一百
年光辉历程。

早上7点35分左右，青少年合唱团唱响歌颂中

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动人乐章，他们笑容
满面，青春飞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唱支
山歌给党听》熟悉而悠扬的歌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回荡。

《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
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新的天地》《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依次唱
响。记者手里挥舞着党旗，禁不住与观众们一起轻
轻哼唱。

天空中，出现了一支“空中队列”：打头阵的武装
直升机悬挂一面鲜红的党旗，战机编队呼啸而过，在
空中摆出“100”、“71”阵形，寓意中国共产党已走过
百年历程，在新的起点再铸辉煌。10架教练机拉出
彩烟，为生日增添喜庆氛围，观众们欢呼起来，并热
情鼓掌。

上午8时，万众瞩目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正式开始。

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屏幕上，一幕幕闪现出“时光
轴”，“大钟”的钟摆响起“当当当”的声音：1921、
1931、1941……2001、2011、2021！穿越历史，百年
洗礼，栉风沐雨，记者与大家一起激动地迎接这一伟
大而神圣时刻的到来。

当礼炮声响起，三军仪仗队英姿飒爽，迈着整齐
划一的脚步随后而至，解说词伴着雄壮的军乐娓娓

道来，广场上一片肃立。当军乐奏响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观众们全体庄严肃穆，向着
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

……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

房；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
愿的梦想；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走过百
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
的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

朗朗诵读声，对党诉心声。共青团员和少先队
员集体致献词，他们身着蓝色上衣、白色下装，恰似
蓝天白云般美好。在他们对党的礼赞声中，感受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澎湃力量。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天安门广
场上掌声雷动。

上午9点半左右，庆祝大会在《国际歌》中落下
帷幕。广场上，大家高唱《歌唱祖国》，天安门广场白
鸽飞翔、气球升空，全场沸腾。

来自重庆，曾获得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时代楷模等荣誉的马善祥，受邀参加了庆祝大
会。“老马”说，将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从总书
记重要讲话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基层工
作的实际行动。

来自重庆奉节的冉绍之，曾获得改革先锋、最美
奋斗者等荣誉称号。“今年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广
场，而且是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感到非常荣幸。”冉
绍之感慨地说。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记者和观礼嘉宾一样，能
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彪炳史册的伟大时刻，也是心绪
久久激动难平。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党青春永驻，
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伟大的人民幸福安康！

重报集团记者“零距离”感受盛典

见证彪炳史册的伟大时刻

□陈国栋

7月1日凌晨，床头闹钟响了。睡
眼蒙眬中，看时间——凌晨1点10分。

拉开酒店房间窗帘，夜阑人静。
遥远的天边，星光还在不停闪耀。

1日上午8点，天安门广场举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按
照预定安排，1日凌晨1点40分，记者
在北京的驻地集中，2点出发。

收拾完毕，我在胸前郑重地贴上
党徽，做了个深呼吸，跟随大部队前往
现场。

当天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圆满
成功。

自6月23日启程以来，我已在北
京待了近10天。其间，参观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新闻发布会，采访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受表彰对
象，寻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加上这次
庆祝大会，行程满满、收获满满。

几天下来，我深深体会到：人生需

要明灯。它如海上的灯塔，能让柔弱
变得坚强，怯懦变得果敢，彷徨变得坚
定。

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程、伟大建党
精神、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事迹……折
射出的是信仰之光、榜样之光。

战斗岁月，38 岁的李大钊，面对
绞刑架，正气凛然，从容就义；夏明翰
在就义前，写下诗句：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
人!……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前仆后继，
中国共产党从当初的50多人，发展壮
大到9500多万。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数十
年如一日，扑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上，
帮助约 2000 名女生考上大学。而她
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
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毛相林，历经7年，带领巫山下庄村
村民，绝壁上凿出“天路”，感人事迹催
人泪下……

他们是一束束耀眼的光，能照亮
别人的前行路。

保持坚定信仰，学出忠诚担当。
靠拢榜样、见贤思齐。我这样提醒自
己：做一名追光者，踏着温暖的柔光，
奋力向前奔跑。

勇 做 追 光 者

记者手记

见证伟大历史时刻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现场看着鲜
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着习近平总书记
催人奋进的话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巫山
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的眼眶
湿润了。他激动地说：“总书记的话太鼓舞
人心了！取得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因为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人
生的正确选择。”

下庄村地处“天坑”深处，四面都是海拔上
千米的大山。20多年来，在毛相林的带领下，
村民们先是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往外界的“天
路”，接着发展产业探索出下庄的“脱贫路”，随
后又闯出一条奔向小康的“致富路”。如今，下
庄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毛相林时常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干部：
“老百姓的事，多想怎么办，少说不能办，只有
心里装着群众，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他表
示，接下来自己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乡村振兴
工作，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
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兰坐在联合
军乐团旁边，高亢嘹亮的国歌，慷慨激扬的《社
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声，一次又一次让她
的眼眶湿润。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党
的温暖，更让我坚信只要跟党走，我们就没有
战胜不了的困难。”谢兰说，如果没有党，哪来
的国富民强，哪来的幸福安康，哪来的灿烂辉
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自己将把这份感动化
作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目前，邢家桥社区正在征集老旧小区改造
意见，还要对已改造的安置小区进行增绿及文
化元素植入。谢兰说，返回重庆后，她将立即
投入到工作中，通过“小院议事”，入户走访，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今天这一重要时刻，我会终生铭记！”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傅山祥激动地说，庆
祝大会现场看到听到的一切，都让自己心潮澎
湃。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
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
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
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听到总书记代
表党中央发出的号召，傅山祥的心绪从北京回
到了香炉山社区。

在香炉山社区工作了17年的傅山祥，与
社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说，把香炉山
社区建设成为更美好的家园，是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扛起
责任、挺起脊梁。”傅山祥表示，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让他干劲儿更足了、思路更明晰了，自己
将努力创造新的成绩。

坚定理想信念 践行党的宗旨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现场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令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阳县城
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钟世荣备受鼓舞，更
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继续奋
斗的方向。

“我将砥砺初心接续奋斗，全心全意为人
民管理好城市。”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的钟世
荣，始终坚守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
民的初心和使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说，
作为一名城市管理工作者，应该用实际行动把

祖国和家园建设得更美丽。回重庆后，他将和
同事们继续调研辖区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等工
作，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逐一抓好整改
落实，把云阳县打造成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
秀城美、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公园城市标杆
地。

庆祝大会结束回到驻地后，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重庆市人民小学党委书记、校长杨浪
浪仍沉浸在现场的热烈气氛中：“庆祝大会那
一幕幕气壮山河的场景，那一阵阵震耳欲聋
的欢呼声，那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党旗和国旗，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

“当100响礼炮响彻云霄，国旗护卫队护
卫着五星红旗走过，国歌响起，我情不自禁地
跟着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对党的感恩、对新时
代的礼赞之情油然而生，更加坚定了我不忘初
心接续奋斗的信念。”杨浪浪说，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回顾了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寄语新时代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重庆市人民
小学是一所具有红色基因的学校，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杨浪浪表示将积极行动起来、担当
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
命担当，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同时，着力培
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规律特
点，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丰富教学
形式内容，用好用活网络平台，重视家校协同
共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更好地
成长成才。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总书记的这些话，让全国优秀党务工
作者、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家奇激动不已，更让他找到了村里发
展的新动力，他说：“睦和村要加快发展，必须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这些年，刘家奇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念好
“土里栽树子、四季卖果子、家里开馆子、就地
进厂子、外出挣票子、青山变金子”的“六子致
富经”，村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如今，睦和
村已成为“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
有脐橙”的“花果山”，群众生活富裕的“库区明
珠”。刘家奇说，将以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引，带
领村民一道，把睦和村建设成为一个产业强、
生态美、百姓富的新家园，争当乡村振兴“排头
兵”。

不忘初心再踏新程
牢记使命接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全面回顾
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更为党和国家擘画了前
进方向，发出了对全体党员的伟大号召。红旗
所指，使命所向。

受邀参加大会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庆
轨道集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单轨道岔车
间党支部书记张杰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备受鼓舞、激情满怀。作为重庆单轨道岔技术
的领军人才，他从事跨座式单轨道岔检修维护
工作16年，带领团队完成20余项科技创新和
技研任务，创立了多个国家、行业和地方跨座
式单轨道岔标准规范，培养出大批优秀轨道交
通专业人才。

“总书记说到‘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张杰说，在今后的工作中，自己将永葆
初心，继续埋头苦干，用行动诠释一名普通党

员的内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有幸在天安门

广场上观礼，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慨自
己生在了美好的时代，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心潮澎湃，数不清多少次情
不自禁地鼓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罗旦华如
是说。

罗旦华是武隆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秩序
大队民警，工作辖区有一条盘山路，路况复杂
且节假日车流量巨大。为守护好群众安全，保
障道路畅通，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都起早摸
黑，从海拔200余米的城区巡逻至海拔1400
多米的仙女山上，在群众需要帮助时，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10年时间里，他骑废了6辆
摩托车，累计骑行40万公里，赢得群众广泛赞
誉。

“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二字，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为人民服务，也是我的初心。”罗旦华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基层一线交巡警，将以道
路为阵地，探索山区道路安全行车管理模式，
护航广大群众出行安全。

看着71架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全国优
秀党务工作者、渝北区统景镇党委书记缪璞不
由得再次握紧了手中的党旗。

扎根基层10余年，缪璞的工作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刚到统景镇时，镇里决定引入农
业公司连片种柑橘，可一些村民不愿打破土地
界限，导致项目还未开始就“卡了壳”。为说服
村民，缪璞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帮群众算细
账、讲政策，大家的态度慢慢有了转变。如今，
镇里已发展起1万亩经果林，村民以土地入股，
年底还可获得分红。

“总书记说，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让
我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缪璞说，党员干部
就是要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设身处地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自己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传
承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用实际行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总书记说‘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
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时，我
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中元村，激动得手都拍
痛了！”说起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时的
情形，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黔江区石会镇
中元村党支部书记费远忠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

中元村是武陵山腹地的土家族聚居地，过
去因基础设施薄弱、生活生产条件较差，是当
地有名的穷山沟。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费远忠
和村党组织带领村民新修村道45公里、易地
扶贫搬迁168户，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牵头组
建4个产业党小组、7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花
椒、蚕桑、传统手工艺产品等特色产业，还发展
起乡村旅游，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乡亲们富起来了，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
定，返乡的年轻人也多了，不少人还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费远忠自豪地说，自己将把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带回村里，继续开展“党员亮
身份、带头兴乡村”活动，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实现“三治融合”。同时，走“特色产业+乡
村旅游”的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早日实现乡
村振兴。

（记者陈钧、匡丽娜、彭瑜、左黎韵、杨永
芹、崔曜、周松、罗芸、赵伟平、黄琪奥采写）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引发全国“两优一先”重庆受表彰代表热烈反响

期待，激动，振奋！
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广场见

证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现场聆听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市获全
国“两优一先”表彰的优秀共产党
员、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
表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慷
慨激昂、催人奋进，将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继续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以
更加自信昂扬的姿态，奋力谱写重
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向着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七
月
一
日
上
午
，庆
祝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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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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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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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大
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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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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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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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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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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