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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报讯 李全有、鲍含报
道：“八一”前夕，安徽省青阳县人武
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共青团县委的
同志和基干民兵、少先队员代表一行
人来到杨田镇，为散葬烈士墓除草，并
设立保护标识，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池州地处皖南山区，战争年代由
于条件艰苦，有许多烈士就地安葬。

“英烈为了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我们不
能让他们被遗忘，不能让零散烈士墓
受冷落！我们要用爱守护，用心传承。”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该军分区组织民
兵开展“红色守护”活动，派出以基干

民兵为主要成员的“红色守护”小分
队，定期到烈士墓地开展擦拭墓碑、拔
除杂草等维护工作。

参加“红色守护”活动的贵池区八
一村基干民兵汪锋深情地说：“烈士捐
躯为华夏，盛世尤须慰忠魂。作为新时
代的民兵，我们一定会用心用情守护
红色资源，保护好每一座烈士墓。”

“守护就是最好的传承。”这个军
分区领导介绍说，他们发动各县、区人
武部主动对接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对散葬烈士墓逐一摸排梳理，核准
烈士信息，建立守护档案，并通过“安

徽池州·红色守护”微信群向社会发布
每次守护活动的动态。

守护有形的纪念设施，传承无形
的红色基因。东至县人武部民兵教练
员陈寿春深有体会地说，线上线下同
步展开守护活动，能让大家在深入学
习先烈过程中，对红色文化遗存更加
敬畏，保护行动更加自觉。

“和革命先烈
牺牲宝贵生命比起
来，这点高温算什
么！”冒着酷暑参加
守护活动的石台县

小河镇民兵吴云飞坦言，每一次参加
活动，都会有发自内心的触动和感动。

青阳县人武部与共青团青阳县委
联合发文，鼓励少先队员加入邻近的

“红色守护”小分队，参与日常保护活
动，通过讲好先烈故事、唱响主旋律歌
曲，引导青年学生争做红色传人。

在“红色守护”活动现场，杨田小
学501班学生刘缘告诉笔者：“祖国的
繁荣昌盛和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革
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今
天的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来报答先烈、
报效祖国。”

安徽省池州市军地常态化做好散葬烈士墓保护工作

用爱守护 用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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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玲）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出通知，部署开展新
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

今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的决定》，自2021年9月1日
起施行。为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新

《安全生产法》，我市以各级领导干部、
安全监管人员、企业从业人员以及广大
市民为普法对象，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为宣传贯彻重点，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安全生产法律意
识，为新《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奠定坚实
的基础。新《安全生产法》的宣传形式主
要包括加强新闻宣传、举办专题讲座、

纳入培训内容、融入执法检查、开展“五
进”宣传等，时间自即日起到今年12月
31日。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
地各部门切实将新《安全生产法》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认真做好新《安全
生产法》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将新

《安全生产法》的贯彻落实，作为今后安
全生产执法的重点，指导、督促生产经
营单位完善新《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各
项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对照新《安
全生产法》相应调整安全生产相关规章
制度，切实推动新《安全生产法》全面落
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工作岗位
和每一名从业人员。

我市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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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6月
1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在新落成的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举办。当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这座
宏伟建筑参观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
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
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
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展览
以 2500 余幅图片、4500 多件文物实
物，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
程。

开展一个多月来，各界人士踊跃
参观。特别是自 7月 15日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以来，展览更是受到广大干部
群众的广泛关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大家纷纷表
示，一定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矢志
奋斗前行。

坚守理想信念，永葆创新活力

明媚的阳光洒向气势恢宏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馆前广场，大型党旗雕塑《旗帜》
气势如虹，《信仰》《伟业》《攻坚》《追
梦》四组大型雕塑庄重、巍然。序厅内，
巨幅长城主题漆画铺展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长城巍峨的壮阔图景。

走进展厅，时光的闸门徐徐打开。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场景
再现中国共产党重整河山、改天换地
的革命奋斗史，淬炼升华、感天动地的
精神锻造史。

站在祖父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绞刑

架前,“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感慨
万千。

“敌人可以夺去共产党人的生命，
但无法夺去共产党人心中的信仰。”他
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仰的火种
一旦播下，必将汇成普照大地的光焰，
照亮一代代人前行的道路。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感慨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来北京寻找真
理的毛泽东在发现马克思主义后“信
仰就没有动摇过”，大批有志青年放弃
原本优渥的生活奔向心中的红色圣地
延安……讲解员娓娓道来，一个个鲜
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为了心中的信仰，党的先驱们矢志不
渝、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激荡着每位
观众的心。

带着5岁儿子来参观的基层法律
工作者周少怡说，我们要在下一代心
里播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信仰的力量，来源于对真理的不
懈探寻，对理论的不断创新。

一份份手稿、一本本书籍、一张张
图片，犹如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见证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真理光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
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
创造的历史。

从井冈山上的艰辛求索，到“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创
举；从“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到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伟大抉择……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靠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
吃饭”，不断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
道路。

伴着《春天的故事》动人旋律，中
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杨子
江在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
提纲前，驻足良久。

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必须继续坚定理论自信，这是我
们伟大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思想基
础。”杨子江说。

对讲解员李岸洋而言，每一次为
观众讲解，都是自身的一次精神洗礼
和提升。“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
服力的教科书。希望观众能从我的讲
解中感受共产党人对真理的矢志追
寻，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斗前行的力
量。”

走过万水千山，一代代共产党人
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以真理之光照亮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书
记、馆长吴向东说，通过展览，观众能
够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
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断有
更加深刻的理解，有助于干部群众更
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朝气蓬勃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

带领乡亲们劳动的火热场景前，
焦裕禄瘦削的脸颊上带着欣慰的笑
容。展厅里，一组画作吸引不少观众凝

神关注。
画作之下，看到焦裕禄的藤椅、帆

布包、衣物等展品，不少人泪目了。
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副主

任董亚娜说，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他
们带着兰考人民的重托，精心选择展
品，就是为了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亲
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一百年来，一代
代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
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百年回望，精神之火始终熊熊燃
烧，照亮充满艰辛的奋斗征程。

在 4D 融媒体互动体验项目《长
征》中，参观者仿佛置身漫漫征途，和
红军战士一同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
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
人烟的沼泽草地。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无数仁
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歌，他们
的点点精神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改变
了那个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他们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令人动容。”全国政
协委员谢卫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

赵一曼、陈树湘、杨靖宇、孔繁森、
李保国、黄文秀……展板上，一个个响
亮的名字，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奋斗
终身的英雄群像。

从太行绝壁上开凿的红旗渠到南
水北调工程织就互联互通的水网，从

“两弹一星”到国产航母……一项项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下转2版）

伟大的征程 不朽的史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巡礼

本报讯（通讯员池人秘）按照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部署安排，8月9日，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金庆丰以普通党员身份，
参加所在的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第一党
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与
支部党员一起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认真贯彻“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要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走
深走实。二级巡视员张泽民、市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徐树生及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第四巡回指导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党支部书记报告了支部今年
以来工作情况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情况，通报了支委会检视问题情况。支
部党员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
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共同经
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和思想洗礼。

金庆丰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心得

和感悟，检视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
他指出，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坚持学史明理，在学习
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人大工作
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学史增信，深刻
认识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
史必然性，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巨大生命力和优越性，更加坚定制度
自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把国家根
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坚
持学史崇德，坚定不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在不断自我革命中保持先进性
纯洁性。坚持学史力行，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自觉肩负起新时代人大职责
使命，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推动新阶
段现代化“三优池州”建设贡献人大智
慧、彰显人大担当。

金庆丰参加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第一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东至县图书馆自开馆以来，馆内平台提供了海量图书数据库、功能先进的朗读和畅听设备、自
助借还系统，特色分明的各功能区、气韵生动的书画展厅以及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服务，给读者带
来全新的“悦读”体验。同时，为满足残障人士的阅读需求，该馆在馆口开设无障碍通道，馆内开设视
障阅读区，真正做到书香无距离。图为身残志坚的作家周伯文在阅览室借阅图书。

通讯员 吴文兰 摄

前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军委政治工
作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英雄烈士
保护部门联动协调制度的意见》，要求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褒扬纪念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加强英雄烈士保护工作。池
州市军地联合展开的“红色守护”行动，“不
让一座烈士墓受到冷落”，就是从实际出发
探索的务实举措。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为
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无数英烈献出宝
贵生命，长眠于壮丽河山。每一座烈士墓都
是红色基因精神谱系的坐标和载体，维护
好、运用好这些不可再生的红色宝贵资源，
有利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基干民兵、退役军人、少先队员就近就便定
期维护烈士墓，能够制度化、常态化推动英
雄烈士保护工作，并广泛带动凝聚各方力
量，形成英雄烈士保护工作合力。

让每一座烈士墓都得到尊崇、受到礼
遇，让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工作
更加落地落实、取得长效，让更多的“后来
人”牢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
么来的、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怎么来的，在
接受红色教育中守
初心、担使命，把革
命英烈为之奋斗、为
之牺牲的伟大事业
奋力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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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讯（记者石泽丰）8月 6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分
别在东至县和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境内的非公企业池州港远航控股有
限公司举行。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查明庆，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讲师团团长夏文
华分别在东至县和池州港远航控股
有限公司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市委宣讲团成员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丰富
内涵以及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解读和系统宣讲。报告站位高
远、主题鲜明、主线突出、内容丰富，

对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深邃思想和核心要义具有很
强的指导作用。

与会人员认真聆听报告后纷纷
表示，要以此次宣讲报告会为契机，
狠抓专题学习、交流研讨；要悟深悟
透精神实质，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推动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要坚持学以致用，聚焦当
前重点工作，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贯
彻好落实好。

报告会后，市委宣讲团成员还分
别来到东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室、非公支部，与职工和党员代表进
行了面对面、互动式的宣讲和交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分别在东至和池州港远航控股有限公司举行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田晓航）随着
立秋后天气逐渐干爽，去野外秋游、采
摘的人越来越多。医学专家提醒，野外
出行要警惕昆虫过敏，发生严重过敏反
应有可能危及生命。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
医师关凯说，在我国，常见的蚊子有按
蚊、库蚊、伊蚊，它们在立秋后叮咬人类
往往更加猖獗，叮咬过敏体质人群可能
引发丘疹性荨麻疹，叮咬处可能会出现
大小不等的大丘疹。仔细观察，会在大
丘疹中央看到被叮咬后的刺孔，严重时
会出现小水泡、破溃，瘙痒明显，通常持
续1至2周。

而蜜蜂、胡蜂、蚂蚁叮咬可引发严

重过敏反应，不但发作急骤，通常在数
分钟内患者还会出现全身潮红、皮疹、
呼吸困难，严重者血压下降、意识丧失，
甚至危及生命。

“户外旅游爱好者尤须警惕蜜蜂或
胡蜂蜇刺过敏。”关凯说，蜇刺过敏反应
分为普通局部反应、大局部反应以及全
身性严重过敏反应3个类别。

专家提醒，昆虫种类及数量庞大，
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生活产生交集，因
此，过敏体质人群需格外警惕昆虫过
敏，在野外游玩要随身携带常规抗过敏
药物，必要时还需携带急救药物和设
备，确有必要者可前往医院变态反应专
科检查与评估后再安全出行。

金秋野外游玩当心昆虫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