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3日凌晨发生的两起汽车炸弹
袭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5人死亡、147人受伤。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两起袭击事件。 新华社发

巴格达两起爆炸案
致125人死亡

� � � �图为2016年6月27日拍摄的“天眼”夜景。 新华社发

� � �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
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必须长期坚持、永不
动摇的历史结论。要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坚定
“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
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
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
判断 。50年时间 ， 中国的人均
GDP增长了超过200倍；30年时
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超过5亿，
人均预期寿命已领先中高收入
国家；10年时间，13亿中国人几乎
人均一部移动电话， 近7亿中国
人搭上网络快车……神州大地
翻天覆地、 日新月异的变化，生
动而深刻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
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
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原因正在于此。

道路决定命运， 信心凝聚
力量。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
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
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
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
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
中国方案。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
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中国道路是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
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
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机遇和挑战，唯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 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
互促进、统筹联动，才能不断谱写中国道路新篇章，
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中国道路是一条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之路。坚
持走中国道路，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
于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
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 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
革，敢于向体制机制中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
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同时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
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已经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
国奇迹”，还将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载7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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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习近平总书记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着力提高执政
能力和领导水平， 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
腐防变能力， 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持续
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要始终
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境界和本色， 坚持和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深入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为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经受考验 克服危险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是党强健

肌体、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
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北京市顺义区旺泉街道宏城
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霞深感振奋。

“现在有些基层组织存在‘机关化’倾
向， 要深刻意识到这些危险， 坚持深入群

众，解群众之难。 ”李霞说，去年，她所在的
宏城花园社区克服各种困难， 和群众齐心
协力完成了路面重修等11项工程改造，改
善了老旧小区居住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
话中指出， 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
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
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重庆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张振敏说：
“实践证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法宝’。 日常
工作中，我们要营造民主讨论的氛围，鼓励
讲真话实话，再进行集中，防止只要集中不
要民主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坚决纠正无
组织、无纪律现象，防止只要民主不要集中
的问题。 ”

发扬传统 改进作风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党员作风正，群众心气顺，干群就能同

甘共苦、团结奋斗。

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委书记江阳说，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指挥员”，只有自己作
风正， 带领的一班人作风正， 才能赢得广
大百姓的信赖。“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
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 在基层工作实践中， 要着力解决
好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不满意
的问题。 ”

“党员作风代表党的形象。 ”浙江省湖
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干武东表示，要结合
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
员干部奉献精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广
大党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多
办好事、多做实事。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央党校经济
学部教授田应奎说， 要让各地区各部门把
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建
章立制，持之以恒。

拒腐防变 锻炼本领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

是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发人深省。
在山西省高平县， 野川镇党委书记吴

华芳坦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
们深省。 必须严格按纪律规矩行事，敬畏人
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做到警钟长鸣、拒
腐防变。 ”

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
干部。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加快知识更
新、加强实践锻炼，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
家里手。

2011年入党的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
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娄华说， 只有
不断学习，才能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与时俱
进，更好地适应执政新要求、改革开放新要
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
个党组织的党， 作为一个在13亿多人口的
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
动全局。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持之
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永不停滞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使党的领导更加坚
强有力， 引领中华民族迈向更加灿烂美好
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不断把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大射电望远镜强在哪
无论是置身大射电望远镜边上， 爬上

附近山顶的观景台， 还是通过虚拟现实视
频，你都能直观感受它的第一特点———大。
科学家们形容它是一座“观天巨眼”。

“望远镜反射面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
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尽管反射
面板才1毫米厚，也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工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说。

但大射电望远镜绝不是金属堆砌的
“傻大粗”，它是最精密的天文仪器。 由于采
用光机电一体化的馈源平台， 加之馈源舱
内的并联机器人二次调整， 它在馈源与反
射面之间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 可实现毫
米级指向跟踪， 确保精确地聚集和监听宇
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

大射电望远镜的建造工艺也是精益求
精。 王启明说，由于严苛要求，这个大科学
工程推动了多领域装备制造能力的提升：

———主动反射面的索网具备高弹性、
抗拉伸、抗疲劳特征，其500兆帕的超高应
力幅，是国家标准的2.5倍；

———帮助反射面变位的2000多个液压
促动器通过伸缩实现精确定位、协同运动；

———承担着传输各种数据信息使命的
动光缆可经受反复弯曲、 卷绕和扭转等机
械性能和恶劣自然环境考验。

“我们的最初设计理念源自美国阿雷西
博望远镜。 但跟阿雷西博相比，主动反射面
系统是我们最大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工程副经理彭勃说，大射电望远镜的索网结
构可以随着天体的移动变化，带动索网上的

4450个反射单元，在射电电源方向形成300
米口径瞬时抛物面，极大提升观测效率。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郑晓年
说，100米口径的德国波恩望远镜曾号称“地
面最大的机器”，中国大射电望远镜与它相比，
灵敏度提高约10倍。300米口径的美国阿雷西
博望远镜，50多年一直无人超越，中国大射电
望远镜跟它相比，综合性能提高约10倍。

将成为中国天文学研究“利器”
“跟其他射电望远镜一样，中国大射电

望远镜最主要的两大科学目标是巡视宇宙
中的中性氢和观测脉冲星， 前者是研究宇
宙大尺度物理学，以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
后者是研究极端状态下的物质结构与物理

规律。 ”郑晓年说。
对天文学家来说， 如果光学望远镜是

显微镜，那么射电望远镜就是CT机，可以
获得天体的超精细结构。

半个多世纪以来， 全世界所有射电望
远镜收集的能量尚翻不动一页纸， 中国大
射电望远镜的加盟将大大加快这一速度。
而收集的能量， 意味着解读宇宙深处奥秘
的信息量。

“从射电望远镜诞生至今，人类共发现
了约2500颗脉冲星， 如果中国大射电望远
镜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观测脉冲星， 它一
年时间内就有望将这个数量翻倍。 ” 彭勃
说，脉冲星可以用于脉冲星导航、脉冲星计
时阵等应用目标。

物理学发展中的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
伴随着极大的艰难与曲折。 但在人类文明进
步的每个阶段，物理学始终站在解放生产力
的前沿。 彭勃说，科学家利用阿雷西博望远
镜发现引力波， 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中
国大射电望远镜则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
学相关领域提供了重大发现的机会。

在7月3日馈源舱升舱和反射面板按计划
完成安装后，大射电望远镜将进行2个多月的
系统调试，于9月底正式竣工投入使用。

“大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天
文学研究的‘利器’，在未来10至20年保持
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 ”郑晓年说，“希望中
国科学家尽快利用它出成果。 ”

（据新华社贵阳7月3日电）

■全球最大最强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在贵州架设完成
■直径500米，由4450个反射单元拼成

� � � �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
奔流的小溪， 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
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70多年前，歌曲《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这个山窝窝唱
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
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
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
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时值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战略

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 国民党专制独裁、消
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
影。 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
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 建立起平西根据
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

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
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 满怀救国
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
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
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

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
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

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
六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
“坚持抗战七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
了抗战八年多” 的胜利之时 。

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
掌故。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
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
年， 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后，
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
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73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
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

“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 ”曹火星
曾在回忆录中写到，“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
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克服种种困难
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做主，
搞土改发展生产， 给人民改善生活……这
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 人民的抗
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 ”

“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 ”“中
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 ”———曹火星
的追问在霞云岭得到答案。

而今，这方红色沃土，再一次成为人们
回溯信仰追求的胜地。 建党95周年之际，随
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广泛开展，一批
又一批新老党员来到霞云岭堂上村， 在依
山而塑的960平方米党旗见证下，举行入党
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霞云岭响起的礼赞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记

坚
持
中
国
道
路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
︱︱
三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同
志
﹃
七
一
﹄
重
要
讲
话

国家网信办：

未经核实的网络平台内容
不得作新闻刊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记者3日从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了解到， 为进一步打击和防范网络虚
假新闻，国家网信办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
制止虚假新闻的通知》，严禁未经核实将社交工具等
网络平台上的内容直接作为新闻报道刊发。

孟加拉达卡餐厅遇袭案后续：
系本土极端分子所为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孟加拉国官员3日说， 首都
达卡餐厅遇袭案系本土激进组织“孟加拉国圣战者
大会”所为，而非之前“认领”袭击的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 孟加拉国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告诉法新
社记者，袭击者全部来自“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与

“伊斯兰国”没有关联。 1日晚，达卡使馆区一家高档
餐厅遭遇恐怖袭击，至少20人遇害、26人受伤，其中
绝大多数为外国人。

“天眼”睁眼� � � � 2016年7月3日，直径500米、迄
今全球最大的“锅盖”在贵州喀斯
特天坑中架设完成。 它就是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世界上最大
和最具威力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它被称为“天眼”，用来倾听宇宙
深处声音、观测宇宙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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