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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全省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堂形式别样的党课

一首《南湖的船》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
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现场……

“从共产党建立至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
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牺牲了370万人。有的同
志上午刚进行完入党宣誓，下午就牺牲了。”
说起这些，延长油田吴起采油厂培训中心主
任许彩芸直言，都说一线石油工人苦，可比起
先烈们的这种大无畏精神，我们真的不算啥。

现场的许多党员干部也陷入沉思——我
们每次重温入党誓词时，有没有想过，“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绝不
是说说而已！

“党史、新中国史”以一种隆重而又特别
的方式从书本走上舞台，走进现场许多干部
职工的心田。众人直呼：“太深刻了，原来党
史、新中国史可以这样学，可以这样看！”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
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映山红》不仅唱出了生活在黑暗之中的苏区

人民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唱出了
与黑暗势力做殊死搏斗的革命意志。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太不容易了。”陕
西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马京感叹，
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那个为国捐躯 5 万
多人的江西兴国县，想起这首歌，我就更加
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听到慷慨激昂的《游击队之歌》，就想
到了以智取胜，奏响民族救亡最强音的游
击战；唱起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想到了
披荆斩棘，将荒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
地是牛羊”的南泥湾精神……这是陕西五
环集团织造车间值车工黄云娜在现场的真
实感受。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
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时代的经
典，共同的回忆，音乐记录时代，歌声见证
变迁。这首改革开放 40年记忆深处的歌，
将现场观众带入要珍惜时间、热爱生活的
劝勉氛围中——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这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
浪，流浪……”回荡在剧院中的二重唱，歌
声悲壮，令人断肠。

《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民众乃至全
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
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我出演的那
一刻，彷佛置身其中，日本鬼子的种种罪
行，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让我哀叹，让
我悲愤，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西北
工业集团公司级技能带头人、高级技师张
全保说，这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今天的美好
生活来之不易”的认识。

当几十人合唱的《保卫黄河》响起时，沉
浸在悲愤中的广大干部职工被高亢激昂的
歌声所点燃，热泪盈眶，许多人亦如当年的

热血战士，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
1949年 10月前后，是“黎明前黑暗的日

子”。那年 11月 14日，江姐被国民党特务杀
害于重庆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年仅 29岁。从
9月 6日至 11月 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
犯”进行集体大屠杀，321 人死亡。12 月 1
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刚经历
生死厮杀、流血不止的战士们失声痛哭：“我
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红梅赞》舞起时，那段发生在重庆的
悲壮抗争史实一幕幕浮现脑海，让人陷入
深切的悲伤之中，无法自拔。“以前喜欢这
首歌，觉得舒缓有感情，但并无太多了解。”
陕西省总工会 90 后年轻干部白雪说：“这
次通过分享册了解到更多背后的故事后，
我几乎是唱一次流一次泪，每每脑海里浮
现那些画面时，我就告诉自己，要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把党的信仰信念落实到行动中，
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唱出了革命先

辈浴血厮杀时期的艰苦岁月；《英雄赞歌》
让人想到了人民志愿军在 3.7 平方公里的
阵地上被倾泻炮弹 190余万发的惨烈……
中铁一局五公司测量队队长白芝勇整场晚
会忍不住 6次落泪。

白芝勇说，看了这场分享晚会，更加透彻
地理解了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让我更加感念党恩，更加热爱祖国！

有些回忆，热血沸腾泪流满面。有些
旋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饱含深情的朗
诵中，嘹亮昂扬的歌声里，有亿万人民接续
奋斗的壮丽征程，有历经磨难、矢志复兴的
雄心壮志，也有初心不改、使命担当的磅礴
力量。党史、新中国史分享晚会，唤起无数
人心中炽热的家国情怀，展现出中华儿女
对祖国的崇高礼赞。

“党史、新中国史是我们做好职工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最丰富的素材、最坚实的基
础、最深厚的底气。工会组织要运用各种
方法途径，有效引领广大职工在史实中明
理共情，团结教育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
走，建功新时代。”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如是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原来党史、新中国史可以这样学

伟大、震撼、自豪、骄
傲、心潮澎湃等等数不清
的词汇，基本代表了许多
陕西人看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
后的最直接感受。

由21辆礼宾车组成的
致敬方阵是阅兵式上的一
个特殊方阵。礼宾车上，
是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
领导人的亲属代表；老一
辈建设者和家属代表；新
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
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
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
模范代表。

让陕西人骄傲和自豪
的是，见不得穷人受苦、一
心为民的全国劳动模范
——陕西省黄陵县双龙镇
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小
海等人，也成为致敬方阵
礼宾车上的一员，接受华
夏儿女的致敬。

屏幕滚动播放着黄
河、黄帝陵、秦岭山水和

色彩斑斓的大唐不夜城夜景，尾部造型逼真的
秦岭四宝——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随着
音乐起舞……短短 1分 44秒的精彩瞬间，以“壮
阔三秦”为主题的陕西彩车尽显大美陕西魅力，
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
与时尚完美融合的陕西。

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天，但在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里，陕西彩车前依然人山人海，受到全国
各地游客的热捧。

“我看新闻说，（陕西）彩车在天安门广
场行进过程中，彩车演示控制团队的工作人
员一直在彩车里监测设备仪器的运转情况，
车内温度高达 40摄氏度，而彩车背后历时半
年、每一项功能都是创造的制作故事，更是让
人觉得太不容易了。”10月 5日 22时 10分，站
在陕西彩车前变换着造型拍照的西安职工刘
晶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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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干部看直播：

◎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名工会干
部，就是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守为民初
心，勇担职责使命，为延安追赶超越、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工会要始终竭诚服务职
工，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团结动员广大职工
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建功新时代。

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黑树林

◎近年来，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系统
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推进了行业技术、工
艺等不断创新和提升。这次在装备方队就
有陕汽多种型号的重型汽车作为战略装
备、信息雷达、无人机、后装保障等系统的
承载工具出现，特别是载着首次亮相的攻

击-11无人机的陕汽卡车更是让人感到震
撼与荣耀，更感到责任无比深重。作为一
名产业工会干部，一定要守住初心，担负使
命，继续动员团结全体职工，为我们伟大祖
国的繁荣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

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主席 谭小荣

◎阅兵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
重要形式，这次阅兵中展示的装备无一不
凝聚着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心血，无一不
彰显着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主席 刘佐清

◎我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而骄
傲，我为伟大祖国母亲的繁荣昌盛而自豪，
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祖国！作为交通工会

的一名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辱使命、努力工
作，按照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总要求，团结带领
广大交通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为交通强省
建设、为陕西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省交通运输工会主席 陈波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让我
感受到党的伟大，人民军队的威武，祖国
山河壮丽，人民幸福豪迈，这些伟大成就
是党带领人民干出来的！行百里者半九
十，在新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团结动员教科文卫体职工为实现
中国梦，为陕西追赶超越和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 陈建树

◎10 月 1 日上午，我与单位全体职工
一同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直播。祖国的光荣历史，激励引领
我们每一位工会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为统揽，以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为指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切实做到“往职工中走，往心里做，往实处
落”，形成推动陕西工运事业发展，开创工
会工作新局面的强大气场，助推陕西工会
工作继往开来，蓬勃发展，高歌猛进，再创
辉煌。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总工会副主
席 张永峰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优美的旋律，动听的
歌声，在整个天安门广场回荡。

10月 1日 10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威武雄壮的受阅方阵，
英姿飒爽的中国军人，各式高精尖的武器装备，浩浩荡荡
的群众游行队伍，穿越时空的情境方队……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见证祖国的日益强大、繁荣昌盛。

在陕汽控股管理中心学术报告厅内，掌声此起彼伏，
陕汽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宏明等领导与员工代表 400
余人共同观看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直播。感受着中
国力量，更感受六次参加国庆阅兵式的陕汽骄傲！

在阅兵式中，48辆陕汽受阅军车渐次驶过观礼台，共计
12种车辆类型，组建信息作战、无人机、核导弹、补给供应、抢

修抢救7个受阅方队，涉及空军、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五大兵种，8种军车型号均为我军第二代现役主
战车型。同时，此次阅兵外围保障车辆也几乎全部来自陕汽，
群众游行活动中天津市、陕西省等地的主题彩车也由陕汽提
供。在整齐划一的陕汽军车出现在荧幕中的一霎那，不仅陕
汽儿女的内心热血沸腾，更是产业工人队伍的骄傲与自豪。

“这次阅兵仪式不仅展示了我们的中国制造、陕汽
军车，更加树立了我们的自信心！祖国正以一个全新的
面貌面向世界，陕汽人也用自己的力量诠释着大国重器
的实力与担当、责任与使命！作为陕汽的一份子，我们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同向打造千亿陕汽的陕汽梦奋
进！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进！”职工杨
彤感慨地说道。 实习记者 牟影影

——陕汽控股集团组织观看国庆阅兵活动小记

为 祖 国 喝 彩

◎观看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阅兵中，“咚、咚、
咚”解放军前进的脚步声，多么坚定有力的步
伐。这不仅仅是普通的脚步声，更是我们国
家迈向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之声，是祖国改
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就的喜悦之声，更是中国
人民在新时代扬眉吐气的豪气之声。我也
要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贾博川

◎九州欢腾庆华诞，三军装备扬国
威。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兵，展我军
姿，壮我军魂，其势气壮山河，蔚为壮观。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中国近代以来饱受
屈辱、积贫积弱的历史证明，只有建设一支
强大的军队，才能救国安民；新中国成立以
来发展巨变、经济腾飞的经验证明，只有建
设一支人民的军队，才能强国富民。强国
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希望人民军队
阔步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朝着民族复兴的
伟大目标奋勇前行，让中华儿女世世代代
永享和平盛世。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高晓涛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
好！为人民服务！”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检

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
式拉开序幕。15支徒步方队用他们铿锵有
力的步伐，踢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32个装
备方队铁甲锃亮，一枚枚导弹如待出鞘的宝
剑，直指苍穹；12个空中梯队雄鹰展翅，翱
翔长空。激动、自豪、感动、责任感……使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更加觉得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李学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节

当天，我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盛大的阅
兵式，看完久久不能平静。国家如大
海，我们如水滴，万众溪流汇成海洋。
作为一名铁路变电值班员，每一条馈线
就像受检的部队，我要立足于工作岗
位，深入细致、甘于奉献、尽职尽责地做
好本职工作，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高
技术业务水平，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实
现“新时代创造铁路供电发展新业绩”
的目标，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中展
示作为，守护好“空中长廊”，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供
电段 段增旗

广大职工看直播：

◎“当国旗升起，当礼炮鸣响，当威武之师
步伐铿锵……崇敬之情无以言表。这一刻，我
们为祖国点赞！”10月1日上午，在西安市莲湖区
总北院门街道许多单位的值班室、酒店大堂、街
边店铺、饭馆，大家齐守屏幕前，收看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感受庆祝
大会现场的盛大场面，一同为祖国骄傲点赞，通
过多种方式表达内心的激动，抒发自豪与感慨。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办 李波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10 月 1 日上
午，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全体干部集体收
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
会实况转播，大家被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绘就的宏伟蓝图所深深鼓舞、内心
振奋，为阅兵式上展现的强大实力和尖
端科技而深深震撼 。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邢可利要
求，陕西医保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本领，着力推动我省医疗保障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省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以及生育保险和
职工医保合并实施，进一步提升医保精准
扶贫效能、经办服务和信息化建设水平，
不断强化基金监管，维护基金收支平衡，
稳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药品耗材招采和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推进健康陕西建设，
助推新时代陕西落实“五新”战略任务，
实现“三个经济”发展。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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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局
：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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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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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晚会不但得到了省上领导的重视，也得

到了全总及兄弟省市工会有关人士的肯定和
好评。晚会举办之时适逢全国工会网上工作
培训班在西安开班，全总网络工作部副部长
彭恒军、全总二级巡视员王强，应邀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工会干部一起观看了晚会，并给
予充分肯定。海南省总工会宣教网络部部
长何瑞闻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这台晚会可
谓是独具匠心，工会特色突出，前半场让我
们在劳模的故事中，积蓄奋进的力量；下半
场把党史新中国史融入晚会中，让我们更
加珍惜这个美好的时代。晚会还运用网络
等新媒体，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网络分
享学习的大平台，放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省文化旅游厅、省文联、省作协等单位的专
业人士也给予晚会高度评价，省文化旅游
厅副厅长陈孟榆在观看晚会后对省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张仲茜直截了当地说：“热烈祝
贺演出圆满成功！今晚的演出很有政治高
度、艺术高度，是陕西久违的舞台艺术！”

这是一台让人感动流泪的晚会，一台让
人把英雄铭记在心的晚会。晚会在音画诗
《祖国颂》中揭开序幕，分为“燎原”“征程”
“奋进”“筑梦”四个篇章，通过歌曲联唱、舞
蹈、大合唱等表演形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 98年来的光辉历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年来的辉煌成就。当《追寻》歌声

响起，尽管已在排练时看过节目的省总工会
经审委主任刘伟又一次流下了感动的泪
水。陕西电视台二套副总监侯景在与她分
享感受时问道：“刘主任，今晚第几次流泪
了？”她回答：“第三次了！”

据记者观察，精彩的节目感动的不仅仅
是肝肠柔弱的“巾帼英雄”，还有不少“钢铁男
儿”。全国劳模、陕建安装集团高级技师付浩
也多次落泪，特别是观看《红梅赞》时，伴随着
歌舞，泪水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这是一
台非常精彩、震撼人心的晚会，更是一台让人
热心沸腾、催人奋进的晚会！”付浩说。

这是一堂守初心、担使命，重温党史新中
国史的生动课堂。根据省总工会党组安排，
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五易其稿、执笔撰写并
组织编印了共 44页、2万余字，图文并茂的精
美分享册：《光荣与梦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党史新中国史分享册》。撰稿
时，归纳吸收了省总主要领导和各位党组成
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讲党课
中的党史知识和故事。如《南湖的船》的党
史知识全文就来自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郭大为的“七一”党
课之中。为确保分享册科学严谨，成稿后送
至省委党史办让专家进行校定，省总主要领
导对稿件进行细致审定。

分享册分为背景、党史知识和参见《中国
共产党历史》三部分，对每一个节目的创作

背景、党史知识和故事进行拓展，精心挖掘、
梳理、展现，激发了职工群众学习党史的兴
趣。全国劳模、西安学习社区主任白秀兰
说：“党史、新中国史是我们做好职工思想政
治工作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感谢省总工会
在打造一台精彩晚会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
了一份难得的党史分享册。”

今年已 81岁高龄的林秀英，是新中国建
设初期我省纺织战线上涌现的与赵梦桃齐
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她身体不太好，此次被
命名为“最美劳模”并上台领奖，接受党和人
民给予的荣誉后她仍坚持看完晚会。在与
节前看望她的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仲茜
分享观看晚会感受时，她激动地说：“这次晚
会，内容安排得好，是一次难得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党史学习会，我虽然身体不
太好，但晚会太好了、好得很！我越看越有
劲，也不知道累。”采访中，一些企业的党政
工领导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晚会“分享册”就
是一个很实用的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材料，通
俗易懂，好学好记，可以组织职工学习。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美好的东西总
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和美好的回味。“国
庆期间，我们一要组织职工观看北京天安门
前的大阅兵，二要组织职工观看 10月 7日晚
陕西卫视播出的‘最美劳动者——新中国成
立以来陕西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颁奖典礼

暨党史新中国史分享晚会盛况。因为，阅兵
有我们企业的产品，晚会有我们职工的节
目。”西北工业集团工会副主席严虓自豪地
说。与西北工业集团的职工一样，观看大阅
兵和晚会播出盛况，是我省各级工会、企业
和职工节日里共同关注的事情。据了解，在
省市县（区）各级工会和省级产业工会有组
织的大力宣传和积极引导下，昨晚全省数百
万职工齐聚电视机前，观看晚会播出盛况，
其情其景前所未有。

一场晚会为何能产生如此广泛影响？这
得益于省总工会高规格、大手笔、全方位的
策划和运作。正如郭大为所言，“我们拿什么
给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作为工会组织，
就要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办一场引导职工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的雅俗共赏的高规格艺术
晚会。”基于这一点，从晚会前期策划到现场
演出再到最后的电视播出，省总工会对每一
个环节都进行了“精雕细琢”“精心打磨”。

晚会在第一次将“节目单”变为“分享
册”的同时，在前期宣传上也做足了文章，先
后在《陕西工人报》《华商报》、陕西工会网等
媒体刊登晚会宣传专版、消息和进展情况，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了让广大职工
群众了解、观看晚会，省总工会与省通讯管
理局及移动、电信、联通三大通讯运营商多
次协调，最终从 10月 1日开始通过手机短信
向全省职工群众推送相关晚会信息达 4705

万条。在晚会演出期间，省总工会除组织传
统媒体到会采访外，还组织了 15家新媒体到
现场进行直播报道。省总工会还充分利用
新媒体，将分享册的二维码显示在报纸、网站
和电视屏幕上，职工可以通过扫码在观看节
目时及时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党史知识和故
事。百万职工看晚会，数百万职工看电视，一
人扫一次二维码，在更大范围内激发了职工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热情和兴趣。

截至目前，已有人民网、新华社客户端、
腾讯、搜狐等 30多家新媒体刊发 60多篇报
道，网络直播收看量创历史最高。陕西工会
公众号直播收看量达到 89.4万，截至平台关
闭收看人次达到 94.1万，华商网、都市快报等
多个平台的观看量累加突破 150万人次，收
到互动留言 3.2万条。一位叫“梅子”的网友
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精彩的晚会直播，是
职工喜闻乐见的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范本，
因为用职工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唱出来、跳
出来了，倍感亲切和震撼!”

七十载凤凰涅槃，七十载风雨兼程。一
台晚会也许承载不了陕西职工对党和祖国的
深情厚爱，但“原来党史新中国史可以这样
学”的创新之举，以“一场百万职工集体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的盛会”和“数百万职工群众
观看电视播出”的空前盛况，必将成为陕西
省总工会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奋
斗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阎瑞先

一场百万职工集体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艺术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