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原研
究室代理主任， 蒋筑英曾为新中国填
补了光学设计评价领域的科学实践空
白。今天，新时代的“蒋筑英们”拓展其
研究成果给航天器“擦亮眼”，继承他
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精神品格，为祖
国的科研事业默默奉献着。

蒋筑英1962年从北京大学物理
系毕业， 随后考取了我国著名光学

专家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1965年，
27岁的蒋筑英毕业后在长春光机所
致力于光学研究工作。

1965年，蒋筑英带领研究小组建
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
置。1975年，我国进口了一批玛米亚相
机和大型轮廓投影仪镜头， 蒋筑英团
队通过测量装置找到洋货镜头质量上
的严重问题，交给商检局去交涉。蒋筑

英不仅为国家避免了十几万元的经济
损失，而且还维护了祖国的荣誉。

1982年6月12日，蒋筑英由于工作
劳累，致使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6
月15日在成都逝世，终年43岁。聂荣臻
元帅为其题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筑英生前所在的机构大部分
职能现已并入长春光机所国家光学
机械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韩冰所在

的质检中心， 他的光学传递函数学
科成果已经广泛运用在航空航天、
地面测控等各类光电成像设备的评
价中：从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天宫
一号、 吉林一号到即将发射的碳卫
星， 每个光机所研制的航天光电成
像设备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在风风火火的科研事业中，韩冰
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今都真切地感
受到了蒋筑英的执着和幸福。新时代
的“蒋筑英们”将沿着前辈的足迹再
出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
斗。 （据新华社长春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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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央组
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
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875.8万
名，比上年净增96.5万名，增幅为1.1%。
党的基层组织441.3万个， 比上年增加
5.4万个，增幅为1.2%。数据表明，中央关
于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得到贯彻落实，党的
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

党员总量增速继续下降，发展党员
质量进一步提升。2015年全国党员总
量增幅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比
2012年最高值3.1%下降2个百分点，党
员总量调控持续取得成效。

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从队伍
结构看，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3932.4万
名，占44.3%，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女
党员2227.8万名，占25.1%，提高0.4个百
分点；少数民族党员618.0万名，占7.0%，
提高0.1个百分点。

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加强， 基层
基础保障水平大幅提高。2015年，党的
基层组织总数比上年增加5.4万个。其
中，机关党组织增加1.0万个，事业单
位党组织增加0.5万个，公有制企业党
组织增加1.8万个，建制村和社区党组
织增加2.2万个。

党员8875.8万名
基层党组织441.3万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 � � �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
大地烽烟四起。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
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淞沪会战爆发。

当年夏秋之交， 八路军三大主力
师东渡黄河，经“山西王”阎锡山的
许可，在侯马乘坐火车，经太原依次
抵达山西抗日前线。

八路军115师日夜兼程挺进山
西后，于9月25日取得平型关战役的

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120师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
利，129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炸
毁敌机等一系列辉煌战果， 适时地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这些辉煌的胜利离不开中国共
产党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山西，阎锡山
召开会议征求意见， 结果31票对7票形

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太原市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杨云龙说，根据阎锡山
的转变， 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驻太原，
同阎锡山进行直接联络。1936年11月12
日，彭雪枫被派到太原，向阎锡山表达
了红军愿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
并在首义门“基督教青年会”六号院，建
立了秘密联络站；1937年3月，彭雪枫用
化名和假身份在太原新满城街租了一

套四合院；为满足人员增加后的办公住
宿需要，八路军办事处迁址到坝陵南街
成成中学原址，8月30日挂牌办公。

杨云龙说， 山西是八路军总部
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 是党领导华
北抗战的指挥中枢。 如果没有统战
工作， 八路军开赴山西不会如此顺
利。

此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
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 广泛团结
全中国爱国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正式形成， 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
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据新华社太原6月30日电）

在民族危亡关头凝心聚力
———我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 � � � 历史在千百万人的奋斗中展开壮
阔画卷。 今天， 我们党迎来95岁的生
日。走过95年峥嵘岁月，理想从未因时
间流逝而变老， 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执政党久而弥坚，焕发着蓬勃生机。

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 “最见不
得老百姓受穷”，燃烧自己只为乡亲们
摆脱贫困；时代楷模邹碧华甘当“燃灯
者”，被誉为“活在身边的理想 ”；航空
英模罗阳“用生命托起战机 ”，一直奋
斗到最后一刻……95年过去， 长征的
血战、抗日的烽烟，化作发展的探索 、
改革的攻坚。李大钊、方志敏、焦裕禄、
谷文昌心中那不灭的理想， 在新一代
人身上绽放。 无数共产党员以执着追
求与坚定行动，铸就时代的精神高地，
汇聚成人民政党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95年前， 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
危亡的困境出发， 寻找中国人民通往幸
福、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95年波澜
壮阔， 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光明前景。67年励
精图治，一个曾经饱受屈辱的国家重新走
上康庄大道。38年改革开放， 我们离民族
复兴的梦想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人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
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一个生机盎然
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历
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如今，拥有8800
多万名党员、 执政近67年的中国共产党，
早已不再是创始之初那个力量单薄的小
党。然而我们党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
醒自己、鞭策自己。直面“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全面从
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以理想信念教育补足
精神钙质， 以严明政治纪律统一全党意
志，以坚决惩治腐败保持肌体健康，以狠
抓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一系列抓铁有
痕的行动，为我们这个百年大党注入了新
的生机活力，为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天的中国， 正攀行在通向又一
个高峰的最具挑战性的路上。 到我们
党成立一百年时， 我们就要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的复兴与一个政党的发展，
形成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命运交织 。激
发走向百年政党的力量， 推进民族复
兴的征程， 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
历史使命。引领经济新常态、破除改革
阻力、 激发创新活力， 哪一项都不是
“愉快的郊游”。越是这样，就越要锻造

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永葆人民
政党的生机活力， 激发走向未来的巨
大力量。

走向未来， 必须坚守信仰、 不忘初
心，铸造经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
华民族近一个世纪以来发愤图强的历
史， 也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东方大地从理
论走向实践的历史。 正是凝聚在信仰的
旗帜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舍生忘死、
公而忘私， 推动这个曾经山河破碎的国
度走向独立、 走向富强。“理想信念动摇
是最危险的动摇， 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
险的滑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保
证思想不变质、信念不动摇，激发灵魂深
处的伟力，用行动践行理想信念，我们党
才能具备强大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更
大功勋。

走向未来，必须植根人民、团结奋斗，
筑牢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最后一碗米用
来做军粮， 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这首当年的
歌谣，见证了亿万人民是如何一心跟着共
产党，铸就了国家的新生。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今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依然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
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 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牢记“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
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庄严承诺，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
动历史前进，我们党才能坚如磐石。

走向未来， 必须从严治党、 强党兴
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95年的发展历
程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充满活力，民族
就充满希望；什么时候党坚强有力，国家
就兴旺发达。“打铁还需自身硬” 是我们
党的庄严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
下的军令状。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把管党治党向广大党员拓展，就
是要坚定广大党员的信仰和信念， 保证
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面对世界发展新格局、全面小康新任
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始终把党
的自身建设和国家改革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
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
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 就坚决改、 彻底
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不断以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

人间正道是沧桑， 奋斗者的脚步
永远不会停止。95年过去， 潮平海阔，
千帆竞发， 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共产主
义的信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
持不断自我超越的动力， 我们党就一
定能够永葆生机活力， 把中国梦的华
彩篇章书写在神州大地上。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载7月1日
《人民日报》）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 � � �历史长河， 奔流向前。
95载风雨兼程。 中国共

产党引领积贫积弱的国家摆
脱苦难、 迈向辉煌， 团结起
亿万华夏儿女力挽狂澜、 击
楫奋进。

95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
党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
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将这个政党和国家的追
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紧
紧融为一体。

人间正道， 砥柱中流。

光辉历程

民族脊梁

� � �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使中华民族更
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斩钉截铁的宣示。

沧海横流，方显勇毅。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
命运的一个个重要关口， 中国共产党总是挺身而
出、肩负天下兴亡。

“诸路皆走不通了”———1921年的新年，
面对风雨如晦的神州大地， 青年毛泽东曾发
出这样的慨叹。

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 点亮了在黑暗中
寻路的希望。

1921年7月，13名来自各地党组织的革
命者在上海法租界秘密集会， 以马克思主义
为旗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却把中国人
民对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美好追求担在
了肩上。

从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 从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西方封锁， 从来势汹汹的苏东剧变到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共产党坚如磐
石，领导国家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
明，从苦难走向辉煌。

从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农业社会，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最大制造国和贸易
国；从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超过全
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到用30多年时间让7亿多
人快速摆脱贫困……中国共产党开拓进取，引
领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
迷茫走向自强。

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主张，从“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到“推动
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中国
正在风云际会的国际格局中， 积极贡献着和
谐共存的东方智慧。

回望峥嵘岁月，更显英雄本色。
美国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曾

说，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只
有了解中国共产党， 才会更加尊重中国所取
得的成就。

38岁的李大钊，36岁的瞿秋白，33岁的彭
湃，25岁的王尔琢，22岁的寻淮洲……为了心
中的理想，他们愿甘洒热血写春秋。

中央档案馆馆长李明华说，世界上很难找到
这样一个政党，从领导层到基层党员，一批批为
着他们信仰的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 � � � �“两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
来考察扶贫工作， 我向总书记保
证，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决不
撤岗。”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
村第一书记余静说。

人民， 在共产党的心头重于
泰山。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欧阳淞
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
历史任务： 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 一是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富裕。 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
大历史性课题作出正确解答，就
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哪
条道路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完成这
两大历史任务， 就会成为中国人

民的必然选择； 哪种政治力量能
够带领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就
会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
向的领导力量。

就是这样一种为人民奋斗的
高尚情怀，感召着亿万人民跟定共
产党；就是这样一种闪耀着真理光
芒的远大理想，感召着无数有识之
士选择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代表
着和平进步的政治主张，感召着大
批国民党爱国将领认同共产党。

共产党人永远铭记：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生死相依
的血脉联系，才会有焦裕禄、孔繁
森、 杨善洲等好干部不断涌现；正

是有了这样一种天下归心的动人
逻辑，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奇迹延续！

纵观古今，无数政治力量的
兴衰沉浮启示后人： 人心向背，
决定存亡；人民的选择，就是历
史的必然。

延安枣园礼堂里高高悬挂
的“为群众服务”，曾激励着当年
筚路蓝缕的共产党人； 今天，中
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为人
民服务”五个大字仍时刻提醒着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
主任石仲泉说， 只有中国共产
党， 自始至终清醒地认识到，党
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正因为此，中国共产
党才能在异常残酷的斗争中和
曲折艰难的环境下，始终成为领
航中国的中流砥柱。

� � � �百年梦想， 曾经如此遥远；
伟大复兴，今朝如此切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
的新实践中，形成了以中国梦为目
标、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关键、以五大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增进人民福祉
为根本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党从不简单拿来，也
不轻易摒弃，而是在我们自己的
土地上找到了真正适合的道路，
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
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陶文昭说。

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事业发
展的根本保障———

百年以来，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 多少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中
国共产党从走上历史舞台到建
立政权， 从执政中国到领航复
兴，绝不是偶然，而是人民的选
择、历史的必然。

曾有外国政要说：世界上没
有哪个国家，每五年就会有一个

发展规划； 更没有哪个政党，可
以持续接力，直到目标达成。

知史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强党兴国。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
长江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
这样， 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党如此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强则国强、
党兴则国兴。”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
严， 这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关
键所在———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忧患意
识，十八届党中央以“八项规定”
为切入口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
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软实力”
理论提出者、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
夫·奈说。

有专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正书写着新时期治国理政
的“系列篇”：三中全会提出全面
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
法治国、五中全会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绘下蓝图，接下来的六中
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顺理

成章、呼之欲出。
勇于改革、锐意创新，这是中

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制胜法
宝———

“创新”一词71次出现在十八
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中国共产党
正在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
问题的“金钥匙”，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
展，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问
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卓越超凡的
政治智慧。

95年前，谁能意识到，在上海
石库门一间客堂里召开的秘密会
议，开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

60多年前， 谁能预见到，被
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中国道路。

30多年前， 谁又能想象，“摸
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铸就了
一艘驶向现代化的中国号巨轮。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世
纪之问的答案清晰写在中国共
产党人的答卷上：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
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一定能实现。”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 � � �与生俱来的优秀品格。 中国
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的牺牲与奉
献，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

勇于担当

� � � �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
共同奋斗，不断书写领航中国的光辉篇章

人民至上

� � ��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鲜明特质。 中国共产党奋力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筑就民族复兴的美好梦想

与时俱进

� � � �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今年“10岁”了。10年来，这条“天路”载着雪域儿女驶向幸福梦想的彼
岸。图为青藏铁路列车行驶在藏北草原上。 新华社发

� � � � 6月30日，素有“黄海轻骑”之称的海军东海舰队某护卫舰大队开展系列活
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图为官兵们在“传承海上铁人精神，争当优秀
共产党员”横幅上签名。 新华社发

“黄海轻骑”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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