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这让我倍感振奋。我将
埋下头、俯下身，继续带领村民发展壮
大农业产业，为村民办更多实事。”7月
1日上午 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重庆各区县农
家书屋积极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实
况直播，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黔江
区黑溪镇胜地社区村民王贞六收看直
播后激动地说。

“大会盛况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作
为一名农村党员，我将在基层岗位上积
极服务农村群众，在乡村振兴主战场上
贡献更多力量。”江北区五宝镇干坝村
农家书屋管理员、副主任陈兴仿说。丰
都县虎威镇大溪村支部书记熊素英说，
大溪村党总支将进一步发挥重庆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
干部群众大干特干，让产业强起来，让
环境美起来，让乡风淳起来，让生活富
起来。

收看直播后，村民更加珍惜如今的

美好生活，更加憧憬今后的幸福生活。
江津区石蟆镇党员罗太乾说，作为一名
1959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亲眼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步一步过上了
幸福生活，“我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
续奋斗，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奉节县冯坪乡百福村村民唐
木善说，小时候，除了课本，基本上看不
到任何课外书。如今，村民在农家书屋
能免费借阅种类丰富的图书，村民文化
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期待今后的文化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在乡村振兴主战场贡献更多力量
重庆各地农家书屋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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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阳

“今天庆祝我们党的生日，心里特
别激动！”7月1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江北区离休干部、江北区委老干部局改
制企业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李玉珍，观
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直播后，在江北区老干局组织的座谈会
上饱含感情地说。

一腔祝福溢心间——
留在重庆为党庆生

李玉珍今年92岁，党龄73年。本
应在北京现场观礼庆祝大会盛况，但因
为年纪大，她怕给组织增加负担，决定
留在重庆祝福党和祖国。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
战、自力更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除
了人民还是人民，只有共产党是把人民
摆在最前面的。”座谈会上，说到动情

处，李玉珍的眼眶湿润了。
对于自己获得的荣誉，李玉珍将其

归功于党的培养教育。她说，“我只是
党培养的一个普通孩子，没有党的培养
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玉珍亲眼见证了众多战友用生
命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她说，作为共产
党员，必须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准备
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还要有为党
和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现代社会
发展变化很快，如果没有奉献精神，不
能紧跟党、紧跟时代，就称不上是一个
合格的党员。

在建党百年这个特殊日子，她向党
深情告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到
很幸福。我一定牢记党恩，紧跟党走，
践行入党誓言，勤勤恳恳，尽己所能，为
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一段岁月照忠心——
含泪为200多名烈士收殓遗体

李玉珍与党结缘，还得从1944年
说起。那时她15岁，但连小学都还没
上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进入妇女识
字班，遇到了一位姓杨的老师。

“杨老师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他
除了教我读书识字，还告诉我共产党是
为劳苦人民奋斗的。”李玉珍说，从那时
起，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开始在她心里
萌芽。

“他发现我渴望进步、渴望读书后，
就把我介绍到共产党开办的民建中学，
免学费、包吃住，这样我才有机会接受
更多知识，接触更多的先进思想。”李玉
珍动情地说。

1947年，18岁的李玉珍怀着一腔
热血加入川东游击队，成为一名交通
员，负责给游击队送信。为了及时传递

情报，她常常不分昼夜跋山涉水。那时
的大山里杳无人烟，不时传来野兽的阵
阵嚎叫。“在那个环境里，就是靠信念支
撑。想到自己手里的信件关系着众多
共产党人的性命，我也就不怕了。”

有一次，她得知敌人即将包围附近
山上的游击队。为尽快通知游击队转
移，她直接从山里运木头的伐道一路滑
下去，到了山下后才发现，双腿被擦得
鲜血淋漓，“当时没觉得痛，只想着一定
要完成任务。”

游击队得到情报后及时撤出，敌人
以为游击队还在山上，结果是自己打自
己。李玉珍还记得游击队自编的一首
歌：“提起那保安队，硬是呕死人，架起
机关枪，提起大火炮，糊里糊涂、惊惊慌
慌整它几百炮……”

因为表现出色，1948年，李玉珍在
梁（平）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的推荐
下光荣入党。同年6月，江姐被捕，组
织安排李玉珍回重庆城里做联络员，另
外帮忙照顾江姐的儿子。

之后，她又被安排到合川豫丰纱
厂子弟校，以教书的名义在豫丰纱厂
联络站工作，负责联络在重庆城和合
川之间往来的同志，为他们准备合适
干净的服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

1949年11月27日，在离重庆解放
还有3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李玉珍的
很多亲密战友都牺牲了。

得到消息后，李玉珍第一时间赶到
渣滓洞监狱，只见残垣断壁，到处都是
革命志士的遗体，地上血流成河。她悲
痛万分，泪流满面，“我们在现场守了3
天，为200多名烈士收殓了遗体。”

李玉珍说，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
我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这一切，足以

告慰烈士的英灵。

一生赤诚心向党——
“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做一些工作”

重庆解放后，李玉珍被安排到市妇
联工作，主要负责重庆主城各兵工厂的
妇联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在市委党
校、江北区供销社等单位工作。

1986年，李玉珍离休后，为让更多
人了解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她穿梭于各
个区县巡回宣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诉大家，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只要组织上需要，我都很乐意参
加！”近年来，她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状
态依然很好，头脑清晰，口齿伶俐。

2018年至今，她以“不忘初心，牢
记党恩”“共产党员永远年轻”“一生永
远跟党走”等为主题，为各级党支部书
记、干部群众、学生团体等讲述红岩革
命故事40余场次。

2019年，她又成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庆优秀共产党员巡回宣讲团中
的一员，在全市做宣讲报告30余场次。

今年，她宣讲更勤了。作为江北区
党史学习教育先进典型报告团成员、

“708090”老干部宣讲团成员、校园红
色巡讲团成员等，她走进机关、街道、社
区、学校，给大家宣讲党史，乐此不疲。

她的每一场宣讲，都饱含了对党的
无限赤诚和美好祝愿，她希望以宣讲党
史的方式，在建党百年之际为党献上实
实在在的礼物。

不忘初心、牢记党恩、紧跟党走，成
为李玉珍最鲜明的底色。她说，自己还
要努力学习，每天还坚持看党报，了解
时事。“我92岁，是‘90后’，但我觉得
我还年轻，还能够做一些工作。”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玉珍：

“没有党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玉珍。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两优一先”风采展②

西南铝锻造厂模压工刘永刚：

苦干实干 传承工匠精神

7月1日，全国劳动模范代表，西南
铝锻造厂模压工刘永刚在北京天安门
广场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

“自豪！激动！振奋！”刘永刚说，
当天他凌晨4点起床，6点到达天安门
广场，坐在广场左侧方阵，从活动开始
到结束，他一直十分激动，高涨的情绪
久久难以平复。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让我心潮澎湃！”刘永刚说，他眼前
仿佛出现过去的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
烈前赴后继争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一幅幅画面。

刘永刚从业近40年，常年坚守在
一线岗位，通过不断钻研业务技能，他
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先后参与完成C919
大飞机新材料、“长征”系列火箭、“神
舟”系列飞船、“嫦娥”工程等多个国家
重点航空航天项目生产配套。

“作为企业一线职工和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继续苦干实干，传承工匠精
神，是我的奋斗目标。”刘永刚说，他将
更加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项生产任务，

精益求精，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积极做好“传帮带”，培养后备人才
力量，把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
精神传承下去。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院长
赖晓东：

牢记初心使命 守护生命健康

“当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宣
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时，伴随着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我激动
得流下了眼泪。”7月3日，重庆市第十
三人民医院院长赖晓东回想起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的情
景时，依然十分激动。

7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赖晓东作为受邀观礼代表，现场见证了
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多次
提到人民。”赖晓东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作
为重庆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赖
晓东率领全市29家医疗卫生单位共
148名医护精英骨干逆行出征。“我是
一名有着19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党和
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必须站出来。”出征
那天，正是赖晓东45岁的生日。

“正如庆祝大会上那段激情澎湃的
朗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用实际行动

证明‘强国有我’。”赖晓东感慨地说，援
鄂医疗队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现在，
大批年轻医护人员奋战在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一线，为群体免疫屏障的构建贡
献力量。

他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迎难而上，奋斗每一天，把伟大
建党精神转化为践行医者使命的不竭
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按照

“医院发展以老年健康为中心，学科建
设以老年医学为重心，专业方向以老年
疾病为核心”的发展思路，做好“新院建
设、人才积聚、学科培育”三件事，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把医院建设成为以老年
医学服务体系为鲜明特色，以综合医疗
为支撑平台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南供
电分公司员工冯德伦：

培育更多青年电力人才

“这次进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聆听总书记重
要讲话，倍感亲切，倍感振奋，至今想起
来仍然是激情澎湃。”7月3日，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重庆市电力公
司市南供电分公司员工冯德伦重温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

力！”冯德伦还记得，当时全场响起了经
久不息的掌声，自己心里也充满了自豪
和硬气。

这次进京参加庆祝活动，包括在国
家体育场鸟巢现场观看盛大的“伟大征
程”文艺演出，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和参加庆祝大会，冯德伦感慨颇多。

“我回来以后首要工作就是向同事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让重
要讲话精神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和工
作动力。”冯德伦告诉记者，具体而言他
有两项重要任务。

“一个任务是我要和同事们一道，
以人民电业为人民为宗旨，全力保障全
市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可靠供电。”同
时，冯德伦作为市南供电公司张毅劳模
创新工作室主任、重庆英才名家名师，
培养更多青年电力人才，是他的另一项
重要任务。

接下来，冯德伦将结合自己的成长
经验开办“工匠是怎样炼成的”专题讲
座，向青年员工传授正确的工作态度、
高效的工作方法。

冯德伦既在高校带研究生，也在企
业带徒弟。“希望他们从进入企业开始，
就像小树苗一样能够长得直、长得好、
长得快。同时，我坚持‘干中学，学中
干’的理念，通过实训方式培养锻炼年
轻人。”

（记者夏元、李珩、崔曜采写）

他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

“自豪！激动！振奋！”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
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际，多国政党政府
领导人等致电致函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热烈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来取得的辉煌
成就，坚信习近平总书记
领导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
和平发展以及人类进步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表示，中国共产党证
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独特理念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既立足当下、
又面向未来，必将顺利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哈方高度重视进一步
加强两国互利合作。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
主席、总统比亚表示，中
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发
展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始终是中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崛起的有力推动者。

佛得角争取民主运
动主席、政府总理席尔瓦
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积极推进经济社
会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世
界一流大国，成为新兴经
济体的榜样。

尼泊尔众议院议长
萨普科塔表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在扶贫领域
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
宏伟理念，充分彰显中国愿同邻国
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一道，实现共
同发展繁荣。

黎巴嫩阿迈勒运动主席、议长
贝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取得重大进步和空前
繁荣，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两国在
各领域合作，给两国和世界人民带
来更多福祉。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
示，中国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就，已发展成为世界大
国。我们期待中国共产党为促进亚
洲及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

孟加拉国工人党主席、议会社
会福利委员会主席梅农表示，在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发展之快、
进步之大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形
见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以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也致力于为世
界人民谋幸福，促进了人类和平发
展。

巴基斯坦穆盟（谢）总书记伊克

巴尔表示，中共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
国共产党在推进内政外
交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
各方面取得惊人成就，展
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
非凡的领导艺术。

以色列共产党总书
记阿梅尔表示，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致力
于通过消除绝对贫困等
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带领
中国人民不断迈向更美
好生活，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
力量党总书记班达拉表
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和国家治理最重要
的主体，成功领导中国从
全球视野采取正确的经
济和政治政策，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
用，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
了榜样。

印度人民党（团结
派）总书记艾哈迈德·汗
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成功应对一切重大挑战
的中流砥柱。在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取得远超许多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成
就。

马来西亚沙捞越人
民联合党主席沈桂贤表
示，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

国发展成为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国
家，成为世界其他政党的治国楷模。

埃及爱国运动党主席拉乌夫表
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开辟
了并仍在开辟着广阔发展前景，将
中国建设成一个昂首阔步向前进的
伟大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已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研究借鉴的典
范。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索科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
了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
中国在推动国家建设和经济现代化
领域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世界各国
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主席奈奥
菲多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实施改革开放并取得令人敬佩的
巨大发展成就，已跻身当今世界强
国之列。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和
总书记圣地亚哥表示，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推进国家建设，取得一系列令
世界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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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1日在北
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在
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辉煌成就，其
成功经验给其他政党和国家带来重
要启迪和借鉴。相信在中共领导
下，中国将取得更加伟大成就，为世
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
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奥
斯特洛夫斯基表示，中共带领中国
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
大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
势。

日本经济学者、知名作家和中
清对中共领导中国创造举世瞩目发
展奇迹表示崇高敬意。他相信，中
共将引领中国取得更加伟大的成
就。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
丁·雅克说，百年来中共植根人民与
时俱进，取得了非凡成就，不仅改变
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

在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团成
员法鲁克·汗看来，今天的世界希望
了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中

共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的经验为其
他国家带来启发和帮助。

格鲁吉亚主流媒体《每日新闻
网》主编奥提纳什维利表示，中共的
出现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世界发展的
趋势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总结了中共领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
的宝贵经验，指引了前进方向。

斯里兰卡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
会主席阿贝塞克拉说，中共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赢得了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保持着旺盛生命力。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
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认为，在中共
领导下，中国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
业。中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
执政理念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消
除绝对贫困等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
雷斯莱认为，在中共成立100周年
之际，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
中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成功
经验值得他国借鉴。

塞尔维亚与亚洲国家合作中心
主任斯帕西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印象深刻。
他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重大贡献。

百年奋斗成就辉煌
成功经验启迪世界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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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大渡口区群胜村党员
群众在农家书屋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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