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侯建广 编辑：邓力垚 蔺虹豆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杜小兰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

“我不再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我不再
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我不再是你大地上干瘪
的稻穗、失修的路基，那些勒进肩膊的纤绳，不
再是我千百年来的深深呼吸……我是助力你大
国崛起伟业的铁军卫士，我是拂过你民族复兴
征程的徐徐清风；我是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
角；我是高悬的利剑，长鸣的警钟。我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奋斗和拼搏，践行忠诚、干净、
担当！”活动现场，来自市纪委监委机关的50余
名纪检监察干部带来了诗朗诵《啊，祖国》，饱含
深情地吟诵出新时代纪检监察人对祖国的热
爱。

活动最后，全体人员共同合唱了《歌唱祖
国》，用歌声诉说心中最朴实真挚的家国情怀，
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伟大的祖国母亲。

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纪委监委机
关、市委巡察机构、市纪委监委各派驻（出）机
构、各区（市）县纪委监委负责同志及干部代表，
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以及成华区纪检监察
系统、区委巡察机构全体干部和部分群众代表
等，共计450余人参加活动。

“国庆前夕，我们在东郊记忆举办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别活动，表达全市纪
检监察干部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展示了成
都纪检监察干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信心决
心。同时，充分展现了成都市纪检监察机关面
向社会和基层群众的开放姿态，让群众与纪检
监察机关‘零距离’，进一步体现纪检监察干部
的为民情怀。”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此次特别活动情况，将于近期在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廉情观察》栏目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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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邛崃的刘兴福老人（右）带来了他的“传家
宝”——红军造布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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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辉煌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市纪委监委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活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70 年砥砺奋

进，70年春华秋实。这70年，

是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改

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光辉

历程，也是亿万中国人艰苦奋

斗、不懈拼搏、追梦逐梦的奋

斗史诗。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9 月

25 日，成都市纪委监委、成都

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了“辉

煌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特别活动。通过一段段真

情讲述、一个个珍贵视频、一

曲曲深情演唱……把大家引

入时光隧道，重温峥嵘岁月，

共同感怀 70 年壮丽诗篇，更

加激发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爱

党爱国、敬业奉献、担当作为。

金堂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蒋镇东：
回望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

短短几十年时间，将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落后
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统一、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
世界强国，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发展的光
辉篇章；瞩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怀。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断传承和发扬老一辈纪检人的精神，以
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贡献力量，真正做到无愧
于时代的嘱托。

市纪委监委驻市生态环境局纪检监察组组
长 李小玲：

今天的特别活动，我们缅怀了革命先烈为建立
新中国挥洒的血汗，回顾了从新中国初期的百废待
兴到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逐渐
走向繁荣富强的风雨历程，是为全市纪检监察系统
党员干部开展的一次集体党课。我将更加坚定信
心，率先垂范，带领全组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充分发挥派的权威、驻的优势，为全市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为新中国的70年华诞献礼！

市纪委监委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毛国洪：
现场嘉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讲述了各自的成

长经历、工作经历，表达心中的骄傲和自豪，展现无
比珍惜幸福生活、积极向上的风采，抒发着深深的爱
国之情，也深深感动着我。我将把老一辈的爱党爱
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扎实履职尽责。

温江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 陈薇：
一曲《沂蒙颂》，一腔《啊！祖国》唱响了新中国

不屈的尊严与神圣，感动民族骨气，自豪祖国发展；
一张泛黄的布币、一声前辈的寄托、一个个令人感怀
的故事，仿佛穿过时间长廊，回顾建党历史，不忘初
心使命。我将把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始终坚守责任担当。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走向辉煌！

市纪委监委第十三纪检监察室干部 李琳娜：
能够有机会参加“辉煌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特

别活动中的诗朗诵节目，内心十分激动。嘉兴南
湖的红船，浴火重生的烟雨，我们不变初心；41 年
改革开放，98 年风雨搏击，我们牢记使命。我将以
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不负党的重托，不负
人民期望。

成华区退休党员干部 罗铸超：
舞动的红旗、高亢的歌声、奋斗的故事……激起

了我无限的感慨。70年来，祖国建设蓬勃发展、人民
生活蒸蒸日上，充满奇迹也充满辉煌，我为我的祖国
而自豪，也很荣幸能够见证祖国的繁荣昌盛，相信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声 音

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辉煌岁月，是一部
中国共产党人担当作为、不懈奋斗的发展史，是一代
又一代红色基因的薪火相传。成都始终奋战在革命
的最前线，活跃在开拓创新的最前沿。

“1919年，早年留学日本的王右木投身‘五四运
动’，在成都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数年后，他
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四川最早的党组织，并成立
了中共成都支部，为成都的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1929年，车耀先在成都的三桥南街
创办努力餐馆，在为广大贫苦劳动者解决吃饭问题
的同时，也为成都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引导许多有
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段段视频资料，记录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成

都人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为成都这方热土播撒革命
的火种。

不仅如此，在成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红色
故事。

在现场，来自邛崃的刘兴福老人带来了他的“传
家宝”——红军造布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935年秋至1936年春，红军部队驻扎邛崃
时，在我家买猪肉，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布币。父亲感
念红军解放穷苦百姓，本想将猪肉赠与红军，但红军
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刘兴福向大家讲述
了他的父亲与红军布币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父
亲始终收藏着这些布币。直到1981年，父亲把布币
捐献给邛崃市文物馆，希望以此教育更多的后代，正

是因为有革命先辈们，我们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的布币虽然已经泛
黄，但是它却是红军“买卖公平、军纪严明”的象征。
正因为严格的纪律，红军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
信念；正因为铁一般的作风，红军在万里长征中赢得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有力支持。

追寻时光的脚步，在人民公园旁，矗立着一座名
为“努力餐”的餐厅，那里正是车耀先烈士以其为掩
护，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理想，发展革命力量的
地方。

“我外公在他的自传前言中嘱咐后辈：‘要以谦、
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以骄、奢、逸三字为终生之
戒’。”活动特别邀请车耀先烈士外孙、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少谦教授
来到现场，分享了六字家训，“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
庭还是一个民族，若能始终做到谦、俭、劳，就能进步
和兴盛，若沉浸在骄、奢、逸中，就会走向落后和衰
败。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和变化，我们都应该永远不
忘先烈的嘱咐，牢记立身之本、终生之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第一面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工人、农民、学生纵情欢呼新中国的
诞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活动现
场，一曲曲熟悉的旋律，仿佛将大家带回到了那个激
情燃烧的岁月。

70年来，新中国从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

过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70年的光
辉历程，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坚定前行的步履中，
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奋斗记忆。

成都东郊记忆，此次活动的举办地，这个曾见证
中国工业半个多世纪辉煌的成都东郊工业园区，是
成都最早、最大的工业集中发展区。

“选在这里举办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此
次活动现场，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曾经在这
片老厂房工作过45年的老工程师——成都光明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东郊原208厂）原总工程师陈伦庆。
现场，他分享了当年在缺设备少技术的环境

下，如何在一线艰苦奋斗，“草棚里出玻璃”，生产
出高精尖产品的经历。“现在国家正值稳定繁荣快
速发展时期，我希望年轻一代，珍惜大好时光，一
定不要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停止自己前进的脚
步，要为国家多作贡献。”

“经济社会的发展，给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
课题和挑战。”市纪委原副书记陈开经从另一个角度
见证了这场变迁，回忆起当时的工作，陈开经依然记
忆犹新，“纪检监察工作是党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我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永远在路上，我们要不断地发扬斗争精神，为成都
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努力奋斗，为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城市贡献我们的力量。”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
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
改善，从贫困走向小康。

回望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把改革开放推进向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无数的人们成为这一历史
成就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祖国与个人的
双重梦想，在时代的潮流中，相互交融，步步成

真、竞相绽放。
活动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3位嘉宾分享了他

们在成都生活、工作的真实感受。
“70年来，成都发展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

的。”专家学者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光认为，
成都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红色基因的代代相
传，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得益于
一代又一代成都人的奋进和努力，得益于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作为民营企业的一员，我深感个人命运与国
家、时代紧密相连。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企业
家代表、四川新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红燕，
对成都的发展有着最直接的感受，“这么多年，我们
深刻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变化，激发了我们民营企
业家的信心，我感恩于时代，感恩于社会。我还要努
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实业报
国。祝福我的祖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变化和成就，我相信身在基
层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都有切身感受。”基层干部代
表、市监委特约监察员、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
公社区党委书记张彪分享道，成都推进治理“微腐
败”，社区权力清单化并对外公布，更加科学规范
的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老百姓放心
了，党员干部也更有底气，进一步激发了干事创业
的激情。”

第一篇章·红色记忆
融入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

第二篇章·激情岁月
奋斗是青春最美的记忆

第三篇章·春潮涌动
美好的梦想竞相绽放

第四篇章·跨越新时代
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东郊原208厂）原
总工程师陈伦庆（中）与成都市纪委原副书记陈开经
（右）参加访谈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光（左二），四川新蓉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红燕（右二）和市监委特约监察
员、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委书记张彪
（右一）参加访谈

本报记者 陈艾 程廷静 图片由市纪委监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