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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纪念辛亥革
命 110 周年大会 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
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
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
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
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共同奋斗。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
会”会标，后幕正中是孙中山先生画像，10 面
红旗分列两侧，上面悬挂的“1911”
“2021”字

标格外醒目。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
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
驱。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
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
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
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
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
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
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
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孙中
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
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
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强调，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
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
神力量。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
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
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
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

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牢把
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
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转第 2 版）

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乡村“复兴少年宫” 寓教于乐促成长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孩
子们，正确的握笔姿势是笔贴着食指，大拇指
按住笔杆儿，食指离笔尖儿 2 厘米左右……”
9 月 30 日，米庙镇安庄村志愿者正在为孩子
们上书法课程（如右图）。志愿者首先给孩子
们讲解了练习书法的益处，随后讲解了汉字
的笔画结构、字体特点、运笔的基本技巧等内
容，以及最基本的握笔、写字姿势，并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练习。孩子们一笔一画，反复练
习，劲头十足。
据了解，乡村“复兴少年宫”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和农村中小学校，为广大农村中小

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建设开展道德培育、文体娱
乐、劳动实践等活动的公共教育和文化服务场
所，是促进农村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
重要阵地，也是助推乡村振兴和农村文明进步
的重要抓手。
“少年宫给村子里的少年儿童提供了学习
益智、快乐成长、实现梦想的良好条件，孩子们
在这里可以放松心情、激发智力，培养兴趣爱
好，锻炼各项才艺，增加了生活乐趣。”安庄村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今，安庄村乡村“复兴少
年宫”，已成了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场所、家长放
心的教育阵地和村民满意的文化中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0 月 9 日，记者从
“2021 年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博览会暨第十届‘大地奖’陶瓷
创作创新设计大赛”汝州地区颁奖表彰大会上获悉，我市参赛的汝
瓷作品获奖 25 个。
其中，宣和坊汝瓷有限公司杨云超、刘振彪的作品《玄纹荷韵
瓶》，玉涓汝窑有限公司李晓涓、王晟鸣的作品《双龙弦纹樽》，河南
宋宫汝瓷有限公司张玉凤、强天寅、樊世恒的作品《平宁青光罐》，
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范随州、王振芳的作品《如意瓶特》分别
获得特等奖。河南省御宋司汝瓷有限公司杨聚斌、杨林鹤的《乾坤
罐》，其顺汝瓷陶瓷坊胡其顺、郭子嫣的作品《平安玉璧摆件》等 12
件作品获得金奖。玉涓汝窑有限公司李晓涓、
王晟鸣等选送的 9 个
作品获得银奖。市文旅局获评“2021 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
会贡献单位”。
据了解，
“大地奖”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陶瓷艺术品评
选最高奖项。今年 6 月份，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向我市发出了参加
2021 年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博览会的邀请。我市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承担组织协调任务。文广旅局派专门人员积极与中陶
协领导联系，争取展位优惠和提供参展便利。经过筛选，我市 13 家
陶瓷企业参加本次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博览会活动，展出约
4000 余件精品汝瓷，包括汝瓷摆件、茶具、酒具、汝瓷饰品等艺术陶
瓷和日用陶瓷类型。9 月 19 日至 22 日举办的 2021 中国（北京）国
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展会期间，全国 20 余个主要产瓷区的 550 余家
行业标杆企业同场展示。汝州展区作品一经亮相，就吸引了广大陶
瓷爱好者的目光。与会的中陶协领导、各省协会领导、陶瓷行业大
师、美院教授和评委专家等都对汝州陶瓷业近年来的发展给予高
度赞誉。
市文广旅局负责同志表示，此次我市斩获的 25 个奖项，充分
说明了汝州近年来在汝瓷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上的努力得到了认
可和回报，为汝瓷文化传承发展和汝瓷产业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搬新家 忙装修 笑开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10 月 9 日，记者从市城管执
法局获悉，为了规范城区户外广告管理工作，美化市容环境，该局多措
并举提升城区户外广告管理水平。
注重宣传引导，
采取
“提前介入、源头管理”的模式，执法人员在望嵩
路、
丹阳路等商业街区现场勘察、
指导，
大力宣传管理法规。对正在装修业
户，主动上门宣传，
告知广告办理的程序，引导经营业户依法按标准设置
户外广告。
加强网格化管理，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度，对双拥路、城垣路、广成
路等区域路段不规范、破损广告标牌进行清理及拆除。针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户外设施，责令设置单位立即整改。
建立长效机制，在前期整顿的基础上，做好户外广告的巡查工作，
实行“定岗、定人、定责”的管理方式，签订执法队员包保路段责任书，做
到户外广告管理关口前移，切实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

10 月 10 日 ，
交警在背街小巷
规范电动车停放
秩序，方便市民
出行。
梁杨子 齐建文 摄

我市 25 个汝瓷产品获奖

南关花园 C 区居民

规范户外广告 提升城市形象
图 新
片 闻

在“2021 年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博览会
暨第十届‘大地奖’陶瓷创作创新设计大赛”上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丁亚伟） 一
幢幢高楼矗立在深秋的阳光下，一片片绿化草坪绿意盎然，一家家
小区业主忙碌装修的声音此起彼伏，近日，记者来到洗耳河街道南
关花园 C 区，映入眼帘的是小区内送家具、卖建材的人群，还有商
量着如何装修的人员，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我是 7 月 27 日在社区办手续，8 月开始入住，我很高兴。几年
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家分到房子，也是众望所归。”南关花园
C 区业主董留栓告诉记者。
目前，南关花园 C 区 762 户居民已具备入住条件，小区住房的
墙面粉刷、瓷砖、卫浴安装已经完成，业主只需置办简单家具即可入
住。业主也可根据自身喜好进行后期装修。
据了解，为了做好回迁居民对新房各项设施的改造、装修、搬家
及回迁区内的管理，洗耳河街道与南关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组
成专门管理组，对各个楼栋进行排查走访，强化搬迁过渡期内的安
全管理，切实让群众安全、顺心搬回小区。物业公司在做好水、电等
配套设施交付使用的同时，积极与业主沟通配合规范小区管理及装
修行为，确保装修安全。基础工作做好了，业主们的装修进程也很顺
利。为了让业主们方便选购建材，减少奔波，很多商家直接把产品放
在了小区内部。目前，这里很多业主家即将装修完毕，部分业主已经
入住新家。
下一步，洗耳河街道将和小区物业一道做好小区管理服务，加
快配套设施建设，确保业主们住得舒心又安心。

陵头镇

重建灾后危房 让群众安居乐业
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我市文旅服务
质量提档升级，全域旅游不断繁荣。各大景
区迎来如织的客流，较平时成倍增长。全市
共接待游客 98.39 万人次，相比 2020 年同期
增长 14.73%，较 2019 年增长 28.01%；旅游收
入较 2020 年增长 152.70%。
这个黄金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
景下，短距离、少切换成为首选，不少人放弃
长线旅游，转而对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生
态旅游青睐有加。周边游、生态游百花齐放，
逐渐成为旅游趋势。我市传统景点，成为网
红打卡地；实力抢镜，乡村民俗亮点纷呈；特
色“圈粉”
，近郊乡村游吸睛；持续升温，温泉
度假成特色；夜间经济，
舌尖美味留客人。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

总 策划 ：裴 军 芳

张 利萍

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李晓伟
战略的实施，为我市特色乡村旅游提供了更
多有利条件。如今，乡村旅游已经占到旅游
人次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市地区经济的新增
长点和群众收入的新增长源。然而，要想写
好乡村旅游这篇文章，助力乡村振兴蓝图的
实现，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就必须发
展个性化、特色化的乡村旅游，真正走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富农强农之路。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要避免“同质化”
，走
差异化开发之路。乡村性和本土性是实现乡
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
在乡村旅

总值 班：马 亚 飞

李 海滨

陈凝

统筹 ：李红 涛

游的开发中要立足乡情，根据不同村庄特点，
因地制宜打造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品牌，构
建“一村一主题”个性鲜明的旅游精品，不断
满足游客对“诗和远方”的追求。同时，用
“乡
村旅游 +”理念创新开发经营，充分展现乡村
空间功能的多样性与复合性，打好“本土牌”
，
调出
“本土味”
，
打造乡村旅游特色。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要厚植乡土文化，
留
住乡愁。
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
优秀的乡土文
化、
农耕文化资源是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
基础。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
要准确把握当

本 版 编辑 ：宋 盼 盼

地特色元素，
充分挖掘本土文化，
积极传承和发
展包括农耕技艺、
乡约民俗、
餐饮服饰、
传统民
居等在内的民俗文化，
将其有机融入乡村旅游
的各个环节，
既能形成一项产业，
又能让游客在
游玩中感悟传统，
在乡音中品味乡愁。
同时，发展特色乡村旅游，要深度推进
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打造特色乡村生
态产业链。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是要带动产
业的发展，鼓起群众的
“钱袋子”。因此，要把
特色乡村旅游与产业形态塑造结合起来，将
农业产品和观光、体验相结合，配套发展餐
饮、游乐等多种形式服务业，注重衍生产品
的研发与利用，做强特色产品，不断延伸产
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走具有乡村特
色的绿色发展之路，让乡村人民在发展乡村
旅游中大有作为、大有“钱”
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通讯员 朱琳琳） 近
段时间，陵头镇因灾房屋受损群众住房灾后重建工作全面推进。
据介绍，7·20 暴雨洪灾发生后，陵头镇党委政府面对严重的自
然灾害，不等不靠、积极应对、科学调度，动员全镇上下齐心协力，迅
速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积极开展灾后农村危房改造动态监测，
第一时间将人员转移到安全住房，及时核定群众住房因灾致危情
况，及时纳入灾后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为群众排忧解难。强化保障工
作，要求施工企业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既要加快施工进度，又要保
证房屋建设质量，按要求高质量完成灾后危房重建任务，把好事办
好。
目前，陵头镇灾后严重受损房屋的群众已全部妥善安置，经过
陵头镇倒房重建工作专班的逐户摸排并征求群众意见，53 户倒房
户中，确定重建的农户 51 户，其中 48 户已选好场地，23 户已开始
动工建设。后续，陵头镇党委政府将把灾后重建工作进一步做实做
细，早日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