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快语

禹振华

国庆65周年，微博上“我和国
旗合个影”的活动，截至9月30日已
有2.3亿的阅读量。“祖国”两字，是
如此的灼热。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13亿
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汇聚起
来的精神力量，就是作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国魂：“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激发一个
国家精神内核的核心价值观，既有
现代文明的坐标，也有对本国传统

文化的审视、明辨和汲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仁爱、民
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天下将兴，其积有源，国魂的
生命力在于坚守；为者常成，行者
常至，国魂的行动力在于实践。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养足健康茁壮的精气神，我
们就会多一些心灵的沉静、思想的
厚重、内心的坚守。个人梦想和国
家梦想的互动交融，一定会奏响出
民族复兴的交响乐章。

爱国，就请大声喊出来，从灵
魂深处喊出来，唱响爱国最强音！

唱响爱国最强音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唐婷）
今天下午，湖南党史陈列馆正式开
馆，省委中心组在这里举行集体学
习，回顾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
史，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增强做好我
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自觉
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参加。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
杰受邀作专题辅导。 省领导孙金
龙、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
雄、许又声、李有新、韩永文、孙建
国、易炼红、张文雄、黄跃进等参加
学习。

参加学习的人员集体参观了
湖南党史陈列馆展厅，一段段珍贵
的文字， 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一
件件承载了历史记忆的文物，立
体、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共产
党在湖南波澜壮阔而又绚丽多彩
的光辉历史。一路走、一路看，这部
“走着读”的湖南地方党史，让大家
深受感染和震撼。

在随后的专题报告会上，李忠
杰以《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面深
化改革》为题，全面回顾了我国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具体分析了改
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
题。报告解析了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战略思
想， 从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实践
探索、改革创新和于法有据、举重
若轻和举轻若重、 动力机制和平
衡机制四个关系的角度， 回答了
提高领导和实施改革开放水平的
有关问题。

徐守盛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告诫我们，党

史国史不是远离现实的过眼烟云，
而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
造的思想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
富。在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
成小康的历史进程中，要把党史国
史作为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
剂”， 从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

徐守盛指出，要通过研读党史
国史坚定政治立场和发展道路，以
历史自信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要通过研读党史国
史牢守血脉根基和精神家园，更加
奋发有为地把湖南的事情办好；要
通过研读党史国史汲取宝贵经验
和无穷智慧，总结好、运用好湖南
推动历史进步特别是在解决自身
问题中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并从工
作失误甚至错误中汲取教训；要通
过研读党史国史弘扬优良传统和
奋斗精神，为推动科学发展、富民
强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徐守盛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
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
作、更好走向未来。真正学习好党
史国史，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充分运用好党史国史，善于从党史
国史中汲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
推动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强化
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思考，认清
前进方向，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增
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
质。 要着力创造学习运用党史国
史的良好条件， 切实做好党史研
究和治史用史工作， 把党史国史
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内容， 深入挖掘党史国史
特别是本土红色资源的文化内
涵， 大力弘扬党的伟大成就和优
良传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省委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学党史用党史
更好推动改革发展

徐守盛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等参加
李忠杰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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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月 30日讯 （记者 唐婷
田甜 ）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
周年之际，今天迎来了国家设立的首
个“烈士纪念日”。上午，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省政协主席陈求发
和省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来到
湖南烈士公园，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追思革命先
烈的光辉业绩，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
精神。

孙金龙、胡彪、熊清泉、杨正午、
刘夫生、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陈
肇雄、许又声、李有新、韩永文、张文
雄、李江、黄跃进、于来山、刘莲玉、

何报翔、黄兰香、张剑飞、谭仲池、王
晓琴、欧阳斌、葛洪元、戴焕、刘建
新、郭辑山、康为民、刘国荣等领导
和老同志出席敬献花篮仪式。 仪式
由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主持。

今天的烈士公园肃穆庄严、松柏
苍翠。 省会各界干部群众1500多人
集聚纪念广场，排起整齐的方阵。

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湖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湖南省委，
湖南省军区，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省会
各界群众分别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

开 ,摆放在纪念广场上。花篮的红色
缎带上写着“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
大字。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在军乐队伴奏下，大家高唱雄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声嘹亮，回荡
在烈士公园上空。

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们默哀。

默哀毕。少年队员面向烈士纪念
碑，高举右手、齐致队礼，唱响《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表达他们继承
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踏着烈士的足

迹前进的志向。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礼兵抬起

7个花篮，正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轻
轻放下。 徐守盛神情庄重地走上前
去，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随后，出席仪式的领导与各界代
表一起， 绕纪念碑缓步行进瞻仰，寄
托深切哀思，表达崇高敬意。

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在首个“烈士纪念日”向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篮，意义重大。一定要铭记革
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将敬仰之情化作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湖南加快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谱写中国梦的湖
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弘扬革命先烈崇高精神 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省会各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徐守盛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
首个“烈士纪念日”，正值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上午，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
北京天安门广场，与首都各界代表一
起， 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深切缅怀近代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
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为了国家繁荣富强英勇献身的烈士
们，表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奋勇前进的坚定决心。

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
立。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
用白色菊花、红色康乃馨编织成的18
个花环，寄托着人民群众对英烈的深
深哀思。3000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
列队肃立。他们中有年逾九旬的老战

士、老同志，有胸前佩戴着红飘带的
烈士亲属，有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的代表，有风华正茂的青年
学生和少年儿童。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行来到天安门
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静静肃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10位小
号手吹响号角，起初深沉悠长，继而

高亢激越，将人们的思绪引向波澜壮
阔的历史岁月，又带回到新中国成立
65周年的光荣时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奋发有
为，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
写了新的篇章。 （下转5版）

缅怀英烈丰功伟绩 共创祖国美好未来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9月30日上午，省领导徐守盛、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等和省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来到湖南烈士公园，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

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京召开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招待会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出席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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