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86岁的朱彦夫，被称为中国的
“保尔·柯察金”。1947年，14岁的他成为
一名解放军战士。1950年12月初， 朱彦
夫奉命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长
津湖战斗中，全连伤亡殆尽，最终仅有
他一人生还。然而，战斗的残酷、天气的
恶劣，让他的躯体受到严重伤害。

先后手术47次、昏迷93天，双手以及
膝盖以下都被截去，左眼失明、右眼视力

降至0.3……“我这样的‘肉轱辘’还要留
在世上给他人添负担吗？” 朱彦夫有好几
次想到了死， 但战友的牺牲让他觉得要
将生命投入到他们未竟的事业中。

1956年初春，朱彦夫回到家乡。学会
生活自理成为他要攻下的第一个“碉堡”。

在一次次练习中，朱彦夫学会了自
己吃饭，又学会了捆绑绷带、装卸假肢、
如厕自理。慢慢地，健全人能干的事，他
大多都能干。 不仅如此，1958年朱彦夫
担任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党支
部书记，扛起带领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
的重担。

此后的20多年里，张家泉村填平了

3条深沟，新增粮田200多亩；先后打出9
口水井和3眼大口井，修了1500米水渠。
那些年，朱彦夫戴着假肢、拄着拐杖翻
山越岭，自创了“站着走、跪着走、爬着
走、滚着走”四种走路法；那些年，朱彦
夫冬闲时节带头下地打井，井水、汗水、
血水将假肢死死冻在他的身上； 那些
年，张家泉村在周边71个村庄中创下多
项第一：办夜校、整山造田、掘井取水、
架线通电……

卸任后的朱彦夫， 又开始筹备写书。
他要把战友们英勇奋战、自己成长的经历
写成书。衔笔写字、翻检字典，这并不比学
会吃饭穿衣、打井整田容易多少。然而，朱
彦夫依然成功了，《极限人生》《男儿无悔》
两本自传体小说的出版，让更多人认识了
这位“中国的保尔”。

（据新华社济南10月6日电）

朱彦夫：

身残志坚敢担当 带领乡亲奔小康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974年3
月， 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抗旱打井
时， 不断挖出陶质碎片和陶质的人的肢体

以及马匹躯体。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揭
开了埋藏于地下2200多年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序，
依次定名为1号坑、2号坑和3号坑。从三
个俑坑中已发掘出类似真人、真马的陶
俑、陶马共8000余件，木质战车百余乘，
青铜兵器数万件。 气势磅礴的军阵，在
地下排列有序，车步骑混合编组，形象
地再现了秦始皇威震宇内、统一六国的

雄伟军容。它们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
的庞大艺术群体，造型生动，刻画逼真，
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史
的空白，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
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
料。 这是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
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对于
历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
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都具有不可
替代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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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胡浩 施雨岑 王鹏

70年，人类历史长河的弹指一瞬。
70年，新中国创造了“当惊世界殊”

的伟大奇迹。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

上，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10月1日，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盛
况让广大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深感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大家无比振
奋。大家坚信，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
期， 千千万万努力奋斗的力量汇聚在一
起，必将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歌唱，为祖国史诗般的进步礼赞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新中国成
立的历史意义， 深刻阐明新中国70年创
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未来。 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
充满自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置身庄严的歌声中，敦煌研究院名誉

院长樊锦诗感慨万千。这位被誉为“敦煌
的女儿”的老人，刚刚获得“文物保护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今日欣欣向荣的
敦煌和曾经惨遭列强掠夺破坏的敦煌，鲜
明对比正是中国今昔巨变的缩影。” 老人
挺直腰杆坚定地说，“虽年过八十，但只要
我一息尚存，必将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尽心竭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前进！前进！前进！进！”
千里之外，刚从西太平洋执行科考任

务返回青岛奥帆基地的中国海洋大学“东
方红3”船上，传来阵阵激昂的国歌声。船
长蒋六甲说：“70年来， 我国海洋事业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对未来的航程充
满信心。 我们会踏踏实实完成每一段航
程，执行好每一次任务，让‘东方红3’成为
国之重器，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爱国，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
道路决定民族命运，制度护航复兴之路。
新中国70年巨变的根本原因，70年历史

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

示，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起航，必须高举旗

帜、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北京市第八中学校长王
俊成说，“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学生心中，把他们
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中国之所以能不断攻坚克难、开拓
前行， 关键就在于中国人民始终同舟共
济、团结一心，凝聚起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用短短70年将一个积贫积弱、 百废待兴
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统一、繁荣富强的
新中国，身为一名中国人我对此感到无比
骄傲与自豪。”来自香港的兰州大学2019
级新生林世鸿说。

奔跑，把圆梦的辉煌写在未来
辉煌载入史册，征程更加辉煌。在一

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逐梦征途中，中华
民族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

“爱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
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
在一起。”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

号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已是
91岁高龄。他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要继续
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法学界的同仁
们一道，推动我国法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为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创新， 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创新驱动”方阵中走过天安门广场，华
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学生
辛文昱深感重任在肩。

“正是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成
为国际市场的闪亮名片。在未来，我也要
用自己的所学，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走上
新台阶。”辛文昱说。

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巍巍“中国
号”巨轮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为
我们坚定信心：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假期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
文川说：“少年儿童的健康是健康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
务水平，为保障儿童健康尽职尽责，就是
我能献给祖国的最好礼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

� � � � 据新华社香港10月5日电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会同行政会议决
定引用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订立 《禁
止蒙面规例》， 于5日零时起生效实施。
香港主流舆论及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支持。

《大公报》 5日在头版等显著位置刊
登相关报道， 并登载多个组织和人士对
特区政府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 的支持。

《大公报》 的社评指出， 这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重要举措， 有助于减少年轻
人堕入法网， 体现负责任政府的应有承
担。

5日出版的香港 《文汇报》 以半版或
整版的版面， 刊登香港江苏社团总会、
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 香港海南社
团总会、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等组织的

声明，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施 《禁止蒙
面规例》， 呼吁“回归理性、 放下面具、
停止暴力、 拯救孩子” “重建香港法治
权威、 遏止示威者暴力行为、 依法恢复
社会秩序” “遵循国际标准、 依法追究
违法暴力行为”。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发表声明， 支持
特区政府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 经民联

呼吁全港市民正视违法暴力行为对社会
带来的严重危害， 坚决反对和抵制暴力，
共同支持特区政府以有效法律手段止暴
制乱， 并以和平理性对话解决持续多月
的乱局， 让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秩序。

香港中华总商会、 香港中华出入口
商会、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香港各大
主要商会均表示， 希望 《禁止蒙面规例》
能减少暴力冲击行为， 缓解社会冲突，
并呼吁各方回归理性， 化解矛盾。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5日也发表声明
表示， 支持特区政府订立 《禁止蒙面规
例》。 暴乱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仍然屡禁不
止， 蒙面已成暴徒标志， 禁止蒙面是止
暴制乱的必要手段。

� � � � 据新华社德国斯图加特10月5日电
2019年体操世锦赛5日的女子资格赛中，
美国体操明星拜尔斯以两个超高难度的
新动作惊艳亮相， 获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并且晋级全能和所有单项的决赛，美国女
队以174.205分的总成绩超过中国队，跃
居第一晋级决赛。

5日的比赛中，“黑珍珠” 拜尔斯以其
实力和人气成为全场关注焦点。她赛前接
受采访时曾表示将在自由操和平衡木项
目中拿出最新的高难度动作， 如果成功，
这两个动作将以她的名字命名。

美国女团成绩超过中国，以第一名晋
级决赛。中国位居第二，俄罗斯列第三位。

中国队在4日已完成了女子资格赛，
5日所有队伍比赛结束后， 团体和个人名
次都发生了变化。最终中国队以总成绩第
二名晋级决赛。刘婷婷和李诗佳均晋级个
人全能和平衡木项目的决赛。刘婷婷还以
第六名的成绩晋级高低杠决赛。祁琦以第
8名“压线”杀入跳马决赛。自由操项目中
国最好成绩是刘婷婷，仅位列第18名，无
缘决赛。

所有资格赛成绩均不带入决赛。女子
团体决赛将于8日进行。6日和7日将进行
本届世锦赛的男子资格赛。

体操世锦赛：

中国队第二晋级
女团决赛

香港主流舆论及社会各界支持
特区政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中朝关系70年：
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深入人心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6日， 中朝迎来建交70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当天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专家指出，70年间，中朝两国风雨同舟、并肩前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主义发
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
点，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引领下，中朝以建交70周
年为契机，势将推动双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好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949年10月6日，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在两党
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表示，70年来， 无论
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朝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行，中朝
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6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了
国事访问。 这不仅实现了中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建交
70周年重要节点的历史性互访， 而且也是短短15个月
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第五次会晤，书写了中
朝高层交往又一佳话。

长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下，不论是在共同
反对外来侵略、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
是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都彼此
信赖，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友情。

杨希雨说，回顾中朝关系70年历程，有4条非常重要
的经验，即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
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
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
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
纽带。“这不仅是过去70年间两国交往的重要经验，也是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遵循。”

分析人士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应继续加
强战略沟通和交流互鉴，为中朝传统友谊赋予新内涵，加强
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加强沟
通对话和协调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开创新局面。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
结得无比坚强。”专家表示，正如《中朝友谊之歌》歌词中
写的那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不忘初心、携手
共进，必将开启中朝友谊崭新篇章，开创两党两国关系
的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

———共和国荣光

各部门多措并举
保障国庆长假返程高峰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庆黄金周接近尾声，各地
出现返程客流高峰。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加大运力投
放，强化安全管理和服务举措，努力为广大旅客打造美好
旅途。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10月
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18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1104列。9月28日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
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亿人次。

为了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公司大连站对老幼病残孕旅客设置专用候车区、 专门进
站通道，方便重点旅客出行；太原局集团公司推出行程规
划服务，为购买不到直达车票的旅客规划中途转车的“接
续换乘”方案；南昌局集团公司在各大车站设置快速进站

“绿色通道”、完善引导换乘标识；兰州局集团公司结合夜
间降雨情况，采取在进站口、通道、站台等人流密集区域
铺设棕垫等措施，加大客流组织引导。

为保障国庆期间供电安全，让旅客顺畅出行，国网山
东日照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
中心等重要交通枢纽， 重点检查电力线路和应急电源配
置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用电安全隐患。国网山东平度市
供电公司严格执行节假日24小时值班制，携手当地铁路
部门对火车站和海清铁路平度段沿线供电线路展开重点
检查，确保铁路运输和用电安全。

民航方面，广州白云机场6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机
场方面加派人手加强停车引导， 为广大旅客营造井然有
序的出行氛围。国庆期间，重庆机场集团累计安排加班航
班近200架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主干航线
上累计安排宽体客机近300架次。 天津航空开展国庆主
题客舱活动， 与广大乘客一起在万米高空为祖国送上生
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