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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开泰）12 月 13
日，商洛市首家“劳模（职工）疗
休养基地”在丹凤金山酒店挂
牌。南京市、商洛市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

按照宁商两地工会协作计

划，此次南京市总工会还将调
研商洛市在培植和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方
面的先进典型和深厚的红色
文化资源，为劳模、职工疗休
养开辟新途径。

商洛首家“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揭牌■养老金上调窗口将开启待遇提升再迎新突破
■两部门下拨中央冬春救灾资金51.929亿元
■15部委部署2019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全国重点整治城市打击传销取得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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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2018。
40年波澜壮阔的变革，在大时代的转折

中书写了雄浑的乐章，也在亿万人的生活里
积淀下深沉的记忆。

北京，三里屯“时光博物馆”。人们冒着
寒风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长队等待参观，甚至
专程从海南北上、从异国归乡，只为与过去
的生活再次相遇，穿越记忆的隧道、拥抱曾
经的梦想。

老照相馆里拍一张立等可取的照片，旧
客厅里寻找“新三件”的身影，看看小卖部里
那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时尚食品”，听听卡式
录音带里的胡同叫卖和怀旧金曲……宛如一
架时光机，人们重温沧桑巨变的40年，发现时
代前行的轨迹。

“改革开放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生在
改革年代何其幸运”“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我一家的幸福生活”“城市因它焕然一新，国
家因它文明富强”……“时光博物馆”的留言
墙上，观众写下一个时代的共鸣。

历史长河中，40 年也许只是“弹指一挥
间”。然而，对于近14亿中国人而言，这是一
段我们共同见证和参与的岁月，大时代的宏
大叙事背后，是无数个体命运的巨变，而无数
中国人向着未来充满激情的进发，也如涓滴
入海汇聚成改革开放的时代巨浪。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
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
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革
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
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
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今
天，我们审视改革开放40年，最具活力的，是
人；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最该致敬
的，也是人。

（二）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人们
常因时间而感怀，不仅因为时光是忠实的见
证者，更因它是伟大的书写者。

1983年，花好几个月工资买了辆自行车；
1989年，为买电冰箱几乎用掉所有积蓄；1995

年，全家存款是3万元；2007年，搬进了94平
方米的商品房；2018年，购买了一辆总价23万
元的小汽车……

山东青岛的马连发一家，1978 年开始记
账。从当年36元的月工资，到如今6649元的
月退休金，从柴米油盐到自行车、小汽车，大
小收支几乎一笔不落，留下了40年时代记忆。

从一家人的账本到千家万户的冷暖，40
年时光变换，改革开放的指针划过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时间的征程中，每一分、每一
秒，都为亿万人民带去改变。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个体在大历史中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你一间，我一
间，筒子楼里冒黑烟”，到“小高层，电梯房，城
乡广厦千万间”；从粮票、布票承载一个家庭
的苦辣酸甜，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琳
琅满目的展品、“双十一”18.82亿件快递，向着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梦想，人们
在日益美好的生活中触摸改革开放的果实。
被称为“联想之父”的柳传志感慨：40年前不
管你怎么努力做梦，也绝对梦想不到40年后
的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咱们的生活会是
这个样子。

“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
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
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
会主义优越性吗？”“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
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
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1978年，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拉
开改革开放的大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之后，上任伊始的记者
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用了 10 个

“更”字来描述人民的期盼。“从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
成就感和获得感”“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方向前进”，新时代的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伟大飞跃的背后，“人民”是历史性成就的
逻辑起点，也是历史性变革的价值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
的贡献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的发展始
终将民生问题摆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专注
于为人民谋利益”……推动人的发展，激发人
的力量，尊重人的价值，40年后，即便是最苛
刻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用
改革开放书写的壮丽时代乐章，最感天动地
的，是十几亿“人”的命运交响。谈起改革，一
位多次参与党的改革决议起草工作的学者伸
出三个指头：“我一辈子搞改革，说来说去三
句话：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
果让人民共享。”

（三）“时光有我，中国有我”。改革开放
如同一声惊雷，汇聚起改变中国的力量，催
生亿万中国人民大踏步追上时代的激情，

“我们憋着一肚子劲，要打翻身仗的劲，像
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个“万物生辉”的时
代迎面而来。

改革开放，让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坚定
地按下红手印，实施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
村改革的大幕。自此，从广袤的乡村到忙碌
的城镇，改革成为时代主题，开放成为时代潮

流，条条框框被打破，新的规则、新的事物纷
纷涌现。恢复高考，给多少渴望知识的年轻
人带来希望；允许雇工，点燃了多少“个体户”
的创业梦想；引进外资，让多少打工下海的弄
潮儿累积了财富……无数人的命运柳暗花
明，无数人的梦想破土而出，中国人用勤劳与
智慧完成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精彩叙事，打
开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空间。

改革开放，让好日子梦想成真。人们的
工作从只能去“单位”到可以选“外企民企创
业”，衣着从“黑蓝灰”到“个性化”，饮食从“解
决温饱”到“吃出健康”，住房从“狭窄蜗居”到

“现代社区”，出行方式从单一到“多元共享”，
生活用品从“三大件”到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产
品，指尖轻触即可网购，更不必说乘坐高铁出
行、轻松出国旅游。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22.8 倍，就业人员
翻了一番，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世界
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从短缺到结构性过剩、从贫困到就要实现的
全面小康，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亿万人民走
向美好生活、走向共同富裕的40年。

改革开放，让机会无限拓展。基本经济
制度建立，调动起各类所有制经济的积极
性，使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
的源泉充分涌流。从民企创业到国企改革，
从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自贸区遍地开花，从经
济转型开启“创时代”到“一带一路”带来新机
遇……摸着石头过河，迎着朝霞追赶，整个中
国都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在这样的时代进
程中，国家的前行成就着个人的梦想，个人的

脚步开掘着机遇的疆界，最终激荡起震撼人
心的复兴气象。今天，练摊、万元户、下海等
词汇已进入历史，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名词不断涌现，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层出不穷，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
开创者、建设者。

（四）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
命运，长远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更让中国人
的精神世界为之一振、为之一新。

当年，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边摆摊出售
“大碗茶”，内心十分忐忑，只能偷偷摸摸干。
一些农民把人民日报文章剪下来贴到扁担
上，作为“合法”的依据，挑着农副产品去赶
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个体户年广
九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快
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从雇用4个帮
手开始，短短两年内便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
720万元、用工140人的私营企业。“傻子”当上
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

时与势不断把人们推到一个个十字路
口，要想大踏步赶上时代，不打破旧的桎梏怎
么“杀出一条血路来”？不解放思想怎么“敢
教日月换新天”？

思想上率先破冰，行动上才能突围。犹
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
想禁锢；犹记《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方
谈话如同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宣言，为加快改
革开放廓清了思想迷雾；犹记“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出
京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以宣示深化改革
的壮志雄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创新，开启了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壮丽征程。

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
来源。回望40年改革开放历程，解放思想是
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实践创新。40年来，解放思想与改革
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
进。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
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世界被唤醒被激活的
过程。 （下转二版）

任仲平

亿 万 人 民 的 共 同 事 业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下）

12 月 16 日，西安人民剧院歌声起伏、掌声不断，
“十年回眸·岁月如歌”中国西电集团艺术合唱团建团
十周年合唱音乐会如期举行，近千名职工现场观看。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2月 17日，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到陕西省工人疗养院调研。郭大为强调，
抓好疗养院建设是工会的主题正业，要按
照《全国总工会工会疗养院工作条例》的

具体要求，坚持服务劳模和服务职工的方
向，做好工疗改制工作，顺应时代变化，以
疗为主，疗休结合，康旅结合，满足职工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日上午，郭大为一行首先来到工人

疗养院接待中心了解
情况，他详细询问员
工，工作忙不忙，单位
管理规范不规范，并叮
嘱相关负责人，接待中
心是重要窗口，是第一
扇窗户，要做到规范大
气、现代时尚，要擦亮

“全国十佳最美工人疗
养院”的金字招牌，明
白该往哪个方向走。

在 1956 年建成的
疗休养楼——骊珠楼
里，郭大为说，对于有
年代和历史的楼宇，不
能人为破坏，要修旧如
旧，留住文化底蕴。要
重视楼宇会议、餐饮等
系统建设。在与前台
领班交谈时，郭大为
说，着工装使人精神，
要规范着装，有精神在
状态。郭大为重点了
解就餐环境、餐厅承接
能力、饭菜质量、饭菜
特色等。厨师长回答
说，这里饭菜突出陕西
特色小吃，其中金玉满
堂 和 渔 翁 豆 腐 是 特
色。走进操作间，郭大

为察看了厨房下水管道设施，叮嘱下水道
封口设置要科学，要防鼠，注意卫生。

在医疗楼导医台，郭大为详细察看了
体检引导单的内容，叮嘱体检中心主任，
健康管理陪伴人的一生，要以人为本，对

体检者负责，档案记录要详实，程序要规
范。要严格遵守医疗保密制度，注重医护
人员职业防护工作。得知一些医护人员
为聘用人员时，他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注
重队伍建设，要重视年轻人的发展。

在疗休养楼——康福楼，看到楼道的
花篮装饰后，郭大为说，老楼装修要注意
格调，突出雅致。在水疗区，郭大为详细
了解工疗的优势和细节管理，嘱咐工作人
员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郭大
为一行还察看了会议室。他强调，会场是
公共场所，设计和布置要简约大气，格调
统一，注重公共性。

随后，召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郭
大为指出，工会在人们印象中最深的就是
工人俱乐部和疗养院，工会不能没有俱乐
部，也不能没有疗养院。陕西省工人疗养
院作为“全国十佳最美工人疗养院”之一，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要清楚标兵有多远、
追兵有多近。工疗的建设和发展要认真
研究，拿出具体意见和措施，一步一步走，
一件一件做实。

郭大为强调，要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积极开展职工健康管理
工作，从心理健康和医疗康复两方面更好
地服务职工。要拓展国际间疗养和健康
合作交流，拓展国际市场。工疗的改制无
论怎么改，归根结底要坚持服务劳模、服
务职工，坚持公益方向，这个初衷不能
变。要改出动力、改出活力，用足用好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利用市场力
量做大做强。

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省国防工会主
席吴志毅，省总工会副主席丁立虎等陪同
调研。

郭大为与陕西省工人疗养院工作人员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坚持服务劳模和服务职工的方向
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郭大为在陕西省工人疗养院调研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王鹏、林晖）由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主管，原中直党建网、
紫光阁网、中直机关党校门户网
站和干部学习网整合组建而成
的旗帜网17日正式上线。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
王秀峰在网站上线仪式上介绍，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高度重视
信息化发展对机关党建的影响，
积极探索“互联网+机关党建”的

新途径、新模式。旗帜网的创
建，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互联网
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旗帜网是各级机关
党组织、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
共同的网上精神家园。网站运
用文字、图片、动漫、微视频等形
式直观生动地展示机关党建成
果，为广大党员提供及时、权威、
准确的机关党建信息服务，让党
的旗帜在互联网上高高飘扬。

在栏目设置上，旗帜网分
为内容宣传和管理服务两大
类。内容宣传方面，包括“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长期特设专
题，“今日要闻”“中央精神”“工
委工作”等13个频道，下设33个
二级栏目。管理服务方面，强
调互动性和实用性，设有“工委
子站”“党建资料库”“党建业务
通”等 9个版块。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门户网站旗帜网昨日上线

本报讯（张丹华）近日，创意舞台
剧《我的小伙伴》在西安上演，明年还
将登陆英国演出，并参加 2019年爱丁
堡国际艺术节。该剧由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投资出品，中国、英国、意大利等多
国艺术家参与创作，用艺术语汇讲述中
国故事，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秦
汉新城在参与建设中国（陕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西咸新区的同时，搭建多个

“一带一路”服务平台，让文物“活起
来”，让历史“动起来”，让产业强起来。

在位于秦汉新城的汉景帝阳陵博
物院，坑道遗址前的玻璃幕墙影像逼
真。“我们依托三维动漫、人工智能等
技术，再现遗址的历史面貌、人文风
情，打造数字博物馆。”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新丝路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段鹏飞说。

秦汉新城建设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文物数字化交流合作平
台，正在探索长效机制，促进国际人文
交流——

“块头”不及一个手机，却能实现
35种语言同声互译——中译语通公司
研发的这款悦译智能翻译机，成为在
陕举办的国际会议、会展的抢手货，为
欧亚经济论坛、“丝博会”等多场国际活动提供翻译服
务。该公司还联合陕西省政府外办、秦汉新城管委会、
西安外国语大学，共同打造“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及大
数据平台，入选国家级服务贸易试点项目在全国推
广。平台还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海外商情
舆情及科技、工业、旅游等领域的大数据频道建设。

秦汉新城目前还在建设超过2000个座席的全球多
语言呼叫中心。届时，用户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获得
在线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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