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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1973 年 10 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
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
系”配套成功。

这一成果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
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 年 7 月，时任湖南
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
然杂交稻，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
的念头。1966 年，袁隆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
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杂交水稻研究由
此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1970 年秋，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
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
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
种子被命名为“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突破口。

1972 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
织全国力量搞协作攻关。1973 年，在突破了“不
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张先程等在东南亚
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
恢复度在 90％ 以上的“恢复系”。“三系”终于配
套成功了！

1974 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76 年，
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 208 万多亩，全部增产
20％ 以上。197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28631
万吨，比 1965 年增长 47 . 2％ 。从 1976 年到 1987
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 1 亿吨以上，每年增
产的稻谷可以养活 6000 多万人。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
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
界 10％ 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的粮食问
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1974 年 3 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抗
旱打井时，不断挖出陶质碎片和陶质的人的肢体
以及马匹躯体。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揭开了埋
藏于地下 2200 多年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序，依次定名
为１号坑、２号坑和３号坑。从三个俑坑中已发
掘出类似真人、真马的陶俑、陶马共 8000 余件，
木质战车百余乘，青铜兵器数万件。气势磅礴的
军阵，在地下排列有序，车步骑混合编组，形象地
再现了秦始皇威震宇内、统一六国的雄伟军容。
它们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体，造
型生动，刻画逼真，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
代雕塑史的空白，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
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是
20 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
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前后，我国还有几个考
古重大发现。

1972 年至 1974 年，马王堆 1 号、2 号、3 号
汉墓先后在长沙市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挖掘出
土。１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 2100 多年，全身润
泽，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这
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是
防腐学上的奇迹。

1975 年底至 1976 年春开始的睡虎地发掘工
作，使沉睡了 2000 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作为我
国首次大量发现的秦代竹简，它们有一半以上记
载了秦代的法律，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
的法典。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对于历史研究，
而且对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
热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1971 年冬到 1972 年初，官厅水库下游发现
大量鱼类死亡，经调查，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
了水库水源。周恩来总理较早注意到环保工作的
重要性，这一污染事件使他更加认识到环保的紧
迫性。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派出恢复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后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加 1972 年 6 月
在瑞典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回国后，周恩
来指示，要立即召开全国性的环境保护会议。

1973 年 8 月 5 日至 20 日，第一次全国环境
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讨论交流中充分反
映出我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突出问
题，如大连湾、胶州湾、广州等地海湾的污染非常
严重，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都有所加
剧，北京、上海等城市环境问题也比较集中，令人
们感到震惊。中央决定，会议最后一天，在人民大
会堂召开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国务院领导
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到会讲话。

会议取得了三方面明显成果：一是做出了环
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结论；二是将“全
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
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确定为我国
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三是审议通过我国第
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

这次会议揭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会后，
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环保机构，有关环保的法规
先后出台，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陆
续引进国门。1974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成立，促进了全国环保工作的开展。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的环保事业艰难起
步，弥足珍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环境保护开始起步

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惊世的考古大发现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在新

中国 70 华诞来临之际，全国各地的人们在盛世欢
庆的日子里纷纷开展“快闪”活动抒发对新中国的
挚爱，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
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
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
国……”

10 月 1 日上午 8时 30 分，江西省于都县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一场诵读中国“快闪”
活动正在这里进行。于都县中小学生、家长、教师、
退伍军人等 200 余人手挥小国旗，绽放着笑容，从
四周缓缓走来，通过诵读，表达对祖国的美好
祝福。

在群众的簇拥下，一面巨型国旗抵达纪念碑
前广场，现场群众纷纷挥动手中的小国旗，大小国
旗相互呼应，不少市民和游客情不自禁加入“快
闪”队伍中来。顿时，整个广场沸腾了！

大家纷纷将小国旗举过头顶，形成一片浪潮
起伏的红色海洋，诵读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读着读着，红军后代、于都县实验小学教师林
丽萍的眼眶湿润了。她说，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革
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她的叔公当年从于都出发
长征后便杳无音讯。几十年后，家人收到了一张写
有“北上无音讯”的光荣烈士证。

林丽萍参加的于都长征源合唱团于 2014 年

到广西兴安县演出，在湘江战役纪念馆烈士碑
上，她找到了叔公的名字。“当时我眼眶就湿润
了，全家人传看手机上的照片，不禁失声痛
哭……”林丽萍说。

“我家的亲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作为革命后代，我要始终葆有爱国情
怀，在新时代为国家的强大而继续奋斗。”林丽
萍激动地说。

在焕然一新的火车站，在现代化的大型机
场，一场场充满激情的“快闪”如雨后春笋般铺
开。在延安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上悬挂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延安车站客运值班员邓昌花穿着
制服，和同事们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
歌声吸引来不少旅客加入其中。

工作十余年的邓昌花见证了延安的发展变
化。“以前到延安只有 2 趟客车。现在西安至延
安的高铁正在规划，我们延安也快要迎来高铁
时代了。”邓昌花说。

70 幢高楼同时亮起红色的灯光，百架无人
机在空中拼出“中国”和“ 70”字样……一场别
开生面的“快闪”活动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
融城举行。

夜幕下的陆家嘴格外靓丽。环形天桥上，人
群熙来攘往，忽然传出的《我和我的祖国》钢琴
伴奏，吸引着人们不停地寻觅。

伴随着钢琴家郎朗的演奏，党的十九大代

表徐敏、施净岚，上海轻音乐团主唱罗雨、高山，
世界拳击冠军邹市明一家，以及来自“中国芯”
等浦东六大硬核产业的代表，各行各业的从业
者代表、劳动模范从不同地方汇聚而来。

这时，东方明珠前的 12 组屏幕滚动出现对
祖国的祝福：“为祖国点赞”……陆家嘴环形天
桥上，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现场参与者热情
的簇拥和欢呼中被传递着，东方体育中心等大
型场馆里，巨幅国旗出现在看台上，人们兴奋地
传递国旗，近 7 万名观众为祖国喝彩。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说：“我是新中国
的同龄人。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伴随着国家的兴
旺，对新中国的成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在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升国旗仪式
后的群众合唱“快闪”，抒发出少数民族群众对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质朴之爱。

大清早，82 岁的刘吉英和万余名长白县群
众来到体育广场，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

《我和我的祖国》。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万人瞩目下徐徐升起。

长白山下，鸭绿江畔，满城招展的红旗、满
山飘舞的红叶，映衬着这座边城的赤诚爱国心。
“长白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刘吉英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伴
随着熟悉而动听的歌声，国庆节当天，位于祖国

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河口北站的“快闪”渐入
高潮。

12 点 40 分许，几十名铁路职工从各个方
向走来，出现在候车厅里。河口北站实习货运员
陈颖艺领着大家唱起这首熟悉的歌。很多旅客
从座位上站起来，跟唱的声音也由弱到强。

“很多小朋友跟着一起唱。”陈颖艺说，大家
都深受感染，唱了两遍才停下来。行李多的旅
客，为了方便拿手机拍摄，把火车票含在嘴里。

12 点 50 分，随着广播声的响起，旅客们也
陆续开始检票进站，歌声虽然停了下来，但大家
的脸上挂满了骄傲与自豪。

23 岁的陈颖艺今年刚从大学毕业，她的外
公曾是一名火车司机，父母也在铁路工作了 30
多年。“虽然辛苦，但是我能感受到长辈们作为

‘铁路人’的自豪。”她说。
工作满两个月，她所在的火车站又传来好

消息：国庆前夕，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开行昆明
至河口 3 对 CR200J“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
昆明方便了，3 个多小时就能到。”在候车厅休
息的旅客阚萍说。

硬件设施越来越好，火车速度越来越快，旅
客出行更加便利。“变的是铁路设施，不变的是
我们为国家尽责担当的初心。”陈颖艺说。

（记者赖星、张斌、何欣荣、严勇、金津秀）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唱颂歌 传国旗 各地“快闪”抒发爱国情

新华社评论员

“祝中国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安康”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光辉榜样”“祝
福中国取得更大成
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迎来 70 华诞之
际，各国领导人和国
际组织负责人的祝福
纷至沓来。不同的祝
福，表达着同一个共
识：世界的和平发展
离不开中国，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

70 年弹指一挥
间，新中国的辉煌成
就已经写在人类的史
册上。从一穷二白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面临“被开除球籍
的危险”到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历
史巨变中，新中国“为
人类谋大同”的初心
熠熠生辉。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我们要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奉行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继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铿锵有力的话
语，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推动人类和平与发
展事业的坚定决心与
责任担当。

凡益之道，与时
偕行。从倡导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建
设和谐世界，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
路走来，新中国提出一系列顺应潮流、引领未来
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人
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贡献，是启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经验借鉴，是造福各国人民的对外援助，是参
与世界维和与救灾任务的勇于担当，是推动解
决朝核、叙利亚、伊核等热点问题的建设性作
用，是捍卫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
力举措……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之中国。身处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与各国守望相
助、命运与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大正
能量。

回首波澜壮阔的 70 年，一个历史启示分外
清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
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
前。面对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相通则共进，相
闭则各退。只有坚持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共同
发展。

今天，一个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新时
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为各国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作为当之无愧的“世
界市场”，中国不仅有着未来 10 多年进口商品
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
的巨大潜力，更有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
风车”的开放胸怀。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但中国坚定不移
顺应时代潮流，携手各国迈向合作共赢的阳光
大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无论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潮，还是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展位“一位难求”的火爆场景，都
在表明：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拥抱世界，以自身的进步和繁荣更好地造福
世界。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历经 70 年
沧桑巨变，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脚步不可阻挡。
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
融、携手前行的历程。祝福中国，愿她更加繁荣
富强 ；祝福世界，愿和平与进步的阳光普照
全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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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千里之外，刚从西太平洋执行
科考任务返回青岛奥帆基地的中国海洋大学
“东方红 3”船上，传来阵阵激昂的国歌声。通过
一次次科考任务，这艘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实
习船为我国开展高质量综合科学考察、高层次
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与
应用贡献了力量。

船长蒋六甲说：“今天在船上升起国旗、唱
起国歌，我们心中充满力量。70 年来，我国海洋
事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对未来的航程
充满信心。我们会踏踏实实完成每一段航程，执
行好每一次任务，让‘东方红 3’成为国之重器，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爱国，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

道路决定民族命运，制度护航复兴之路。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石瑛说，70

年的沧桑巨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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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创造力和强大生命力。

新中国 70 年巨变的根本原因，70 年历史
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新的
历史起点上再起航，必须高举旗帜、坚定不移走
自己的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京
市第八中学校长王俊成说，“我们党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要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学
生心中，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中国 70 年巨变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同心
合力。

新中国之所以能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前行，
关键就在于中国人民始终同舟共济、团结一心，
凝聚起如钢似铁、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短短
70 年将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成
一个团结统一、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身为一名中
国人我对此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来自香港的
兰州大学 2019级新生林世鸿说，“我相信，在我
们新一代青年的共同努力下，祖国一定会更加
繁荣昌盛。”

不管前进路上有多少风险挑战，只要我们
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国力量就无比强大，我
们就能跨越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

走在“民族团结”方阵中，就读于中央民族
大学管理学院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伊力尔江·哈
力克感觉温暖幸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他说，尽管排练很辛苦，但自己感觉
无比荣耀，“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让所有的苦
和累都化为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与各族人民共享中华民
族新的光荣和梦想”。

奔跑，把圆梦的辉煌写在未来

辉煌载入史册，征程更加辉煌。在一代又一
代人接力奋斗的逐梦征途中，中华民族向着下

一个目标出发。
“爱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把个

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
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已是 91 岁高龄。他说，
“我身体还可以，还要继续工作，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和法学界的同仁们一道，推动我国法学体
系不断发展完善，为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创
新驱动”方阵中走过天安门广场，华北电力大学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学生辛文昱深感重任
在肩。

“正是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让越来
越多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成为国际市场的
闪亮名片。在未来，我也要用自己的所学，助力
国家的科技发展走上新台阶。”辛文昱说。

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巍巍“中国号”
巨轮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为我们
坚定信心：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假期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文川说：“少
年儿童的健康是健康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不断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保障儿童健
康尽职尽责，就是我能献给祖国的最好礼物。”

“我与祖国共命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系本科生袁诗意说，“2019 年 10 月 1 日是新
中国 70 华诞的伟大日子，也是我的生日。作为
辉煌历史的见证者和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一定
会用实际行动爱国报国，为祖国的未来书写更
加精彩动人的华美篇章！”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 10 月 6 日，人们在福州举行的“国色天香”牡丹画展上参观
拍照。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 10 月 5 日，游客在浙江南浔古镇乘船游览。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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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10 月 5 日电(记者沈洋)开学
以来，江西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告白祖
国”活动，给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传承红色基因

暑假期间，地处赣南革命老区的江西理工
大学组织社会实践队赴兴国县、于都县开展活
动，缅怀革命先烈。国庆前，江西理工大学向全
校师生推送了“青春告白祖国”宣传片。

江西理工大学环境专业大三学生易卫丽在
兴国县参加了“致敬先贤，模拟长征”活动。易卫
丽说，亲身感受更能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的艰
辛，唯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才能告慰革命先烈。

江西是革命老区，革命遗址、遗迹资源丰
富。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说，各高校以“青
春告白祖国”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江西得天独
厚的红色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

助力脱贫攻坚

以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江西高校在“青春告白祖国”宣讲活动中注重用
学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验进行宣讲。

9 月 6 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音乐厅座无
虚席，“青春告白祖国”首场宣讲大课正在举行，
“桃醉井冈”三下乡团队的陈文彬同学分享了他
与井冈黄桃的故事。

4 年来，这个团队在井冈山市茅坪乡成立
“桃醉井冈”工作室，打造“桃醉井冈”品牌，设计系
列精品包装进行网上推荐，举办黄桃文化节，让
青山上的“金果”变成农民口袋里的“致富果”。

陈文彬的讲述不时被掌声打断，他的故事激
励着青年学生用知识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大四学生吴流政到农村考察已经超过 100
次，入户调查了 250 多户贫困家庭，下到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 130多次。目前，南昌大学“稻渔工程”

团队已经帮助 4343位贫困户实现年均增收 3600
元。在 9月初举行的南昌大学“青春告白祖国”宣
讲会上，吴流政代表“稻渔工程”团队讲述了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鼓励同学们投身江西红土
地，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促进乡村振兴

中国传统村落大耿村位于江西金溪县合市
镇，今年 7月当地村民盼望已久的村史馆终于建
成了。村史馆包括大耿简介、大事记、历史人物、
历史遗韵、民俗传统、古村景点、新时代大耿等七
个方面。东华理工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只用了 6 天
就完成了资料收集、方案规划和馆厅设计。

南昌航空大学组建实践队，走进九江、宜
春、上饶等地的 14 个农村地区开展农村环保防
护宣传，动员村民们参与文明乡村建设。

暑假期间，江西省高校共有 6000 多名大学
生组成 278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

江西高校给青年学子的生动思政课

身边人讲身边事，“青春告白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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