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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记
者余俊杰、陈爱平、周文冲)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
改革委日前推出“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旨在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充分展示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的重
大成就。
　　百条线路共分“重温红色历
史、传承奋斗精神”“走近大国重
器、感受中国力量”“体验脱贫成
就、助力乡村振兴”三个主题大
类，重点选取并串联起能反映党
的重大事件的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同时确保线路各节点具备外
部通达条件、能够提供相应旅游
服务、适宜观光游览。让干部群众
铭记党的历史，接受红色洗礼，传
承红色基因，鼓起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重温红色历史，传承

奋斗精神

　　百年岁月苦难辉煌，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革命精
神、推动伟大实践，在不同历史时
期淬炼锻造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
神，此次推出 52 条“重温红色历
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重
点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重要标识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光辉历程。
　　其中，“伟大征程·历史见证”
精品线路从天安门广场出发，途
经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李大钊
故居等，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卢沟桥、长辛店二七纪念
馆，以五四运动后在北京发生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脉络，将现代中
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重要地
标、重要节点呈现给游客，展示了
共和国的红色底色和发展成就。
　　“踏寻红岩足迹·感悟红岩精
神”精品线路从《新华日报》营业
部旧址出发，串联起红岩村、渣滓
洞、白公馆、歌乐山等大家耳熟能
详的“红岩”遗迹，让游客切身感
受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雄
气概，传承红岩精神。

  走近大国重器，感受

中国力量

　　近年来，我国在重大科技创
新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重大国土空间布局建设工程等领
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此
次发布的 20 条“走近大国重器、

感受中国力量”主题线路，囊括了游客耳熟能详的“中国
天眼”、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杭州未来科技城、港珠
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等
新时代科技和建设成果，感受“国之重器”带来的力量。
　　其中，从三线工厂建设到航空发动机研制旧址，从
歼击机总装厂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
心，再到“中国天眼”，“三线记忆·中国天眼”精品线路
体现了“三线”建设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通过静态展
示与互动体验有机结合，激发游客的自豪感。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今天的雄
安新区塔吊林立、基础建设热火朝天，交通、生态、产业
等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持续提高。“千年大计·未来雄安”精品线路从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出发，直达雄安新区雄安高铁站，让游客切
身感受到一个日新月异的雄安正向我们走来。

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大量的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
发展旅游业完成脱贫。此次发布的 28 条“体验脱贫成
就、助力乡村振兴”主题线路，重点展现我国在新时代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
成果，包括了像湖南十八洞村、贵州花茂村、四川战旗
村等生动案例，让游客休闲娱乐和回归自然的同时切
身感受美丽乡村的幸福变迁。
　　其中，“精准扶贫·首倡之地”精品线路以湖南十八
洞村为核心，依托湘西浓郁的苗族民俗资源和神秘的
乡土文化资源，连接矮寨奇观、乾州古城、浦市古镇、凤
凰古城等景区，向游客讲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
老区在精准脱贫思想指引下，旧貌换新颜的脱贫故事。
　　“两山理念·振兴之路”精品线路从浙江安吉余村出
发，串联起安吉目莲坞村、蔓塘里村、杭州市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景区等，让游客感受“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磅礴伟力，见证一个山峦层
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的美丽中国。
　　从 2004 年到 2019 年，每年参与红色旅游的人次
从 1.4 亿增长到 14.1 亿，人们学习革命历史、感受革命
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蔚
然成风，红色景点成为重温激情岁月、感怀时代变迁的
体验地，成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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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记者
鲁畅）记者从北京市了解到，6 月 1
日，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
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
会公众开放。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由此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

活动旧址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
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独特贡献、独
特价值。
　　据介绍，本次集中开放的革命
活动旧址有北京李大钊故居、《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
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等重要
党史人物故居，陶然亭慈悲庵、“亢
慕义斋”旧址等重要会议场所，中
山公园来今雨轩、赵家楼遗址、二
七惨案长辛店旧址等重大历史事
件发生地以及李大钊烈士陵园、长
辛店二七纪念馆、马骏烈士墓等重
要纪念设施。

　　开放日仪式的主会场设在
北京李大钊故居。位于西城区文
华胡同 24 号的李大钊故居经过
布展提升，由原状陈列展和《播
火者——— 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
践》专题展两部分组成。
  据介绍，李大钊故居将展出
馆藏一级文物、李大钊史学思想
的精粹之作《史学要论》。这本著
作由商务印书馆印刷，被当作教
材发给李大钊的学生，因存世量
少，格外珍贵。此外，专题展厅中
播放了经高清修复的李大钊无
声视频，该视频是李大钊存世仅

有的 8 秒钟影像资料。
　　位于西城区椿树街道魏染胡
同 30 号、32 号的京报馆旧址

（邵飘萍故居）经过文物腾退修缮
首次对外开放。
  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
在现场聆听了邵飘萍后人邵澄讲
述邵飘萍与《京报》的历史，感受
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热血青
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
月。同学们为邵飘萍铜像献上花
篮，深切缅怀为践行“新闻救国”
思想、传播马列主义事业英勇牺
牲的革命先烈。

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集中开放
包含李大钊陈独秀故居、陶然亭慈悲庵、赵家楼遗址、长辛店二七纪念馆等

  左图：这是 6 月 1 日拍摄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陈独秀旧居）。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上图：同日，前来参观李大钊故居的学生为李大钊
像献花。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下图：同日，一位参观者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陈独秀旧居）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1
日，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旧
址——— 陶然亭公园
慈悲庵正式对公众
预约开放，慈悲庵内
传来孩子们清脆的
歌声。来自北京市西
城区陶然亭小学的
40 名小学生在这里
聆听革命故事、党史
故事，探寻公园中的
红色印记。
　　慈悲庵位于陶
然亭公园湖心岛西
南处，始建于元代，
院落面积 250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860 平方米，是中
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先进知识分子在北
京开展秘密活动的
场所之一。五四运
动前后，李大钊、毛
泽东、周恩来等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和先驱者都曾在
此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慈悲庵正在举办《先驱者的奋
斗——— 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专题展，分三部分追忆党的早期红
色岁月，再现以李大钊、毛泽东、周
恩来、高君宇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历史。
　　距离慈悲庵不远处的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
家高君宇烈士墓前，20 余名戴着
红领巾的花甲老人向烈士敬献鲜
花、鞠躬致敬。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这
些退休老人自发来到这里，既是缅
怀英烈，也是对自己童年的追忆。”
陈志刚老人说，“没有这些英雄前
辈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杨淑君）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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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是中共取得伟大功绩的秘诀”
访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新华社东京 6 月 1 日电(记者
郭丹)“回溯百年历史，始终与人民
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彪炳史
册伟大功绩的一个秘诀。”日本前首
相鸠山由纪夫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书面采访时说。
　　他表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曾
遭受包括日本侵略在内的诸多不幸

和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
民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改
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这些伟大功绩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对此，我向中国共产党致以崇高敬
意”。
　　回忆起 2019 年出席“2019 从
都国际论坛”期间见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情景，鸠山由纪夫表示，多年来他
自己一直提倡“友爱”精神，“当我得
知习近平总书记也珍视‘友爱’精

神，并将努力加强同日本以及其
他国家的交流时，我内心深受感
动”。
　　鸠山由纪夫说：“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我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他非
常重视多边合作，也特别表示中
国愿同邻国交好，中国不会推行
霸权主义。同时，他一直倡导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我一直提
倡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有相通之
处，我将尽我所能大力支持。”

　　聚焦当下，鸠山由纪夫表示，
过去一年，中国不仅很早有效控
制新冠疫情，而且实现经济增长，
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
献。此外，中国较早成功研发疫
苗，并将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

“这不仅是在救中国人的命，也是
在救世界其他国家民众的命”。
　　鸠山由纪夫还谈到中国的脱
贫攻坚成就。他说，历经 8 年，现
行标准下中国近 1 亿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成就。
　　谈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鸠山由纪夫认为，中国今年设定
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 以上的
预期目标，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对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普遍看
好。在他看来，在目前全球新冠疫
情尚未平息之时以及后疫情时
代，中国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
要推动力量。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吴晓颖）
“以前仅疫情防控工作社区报送的
表格就多达 18 项，要分别报给 10
多个单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南
津路街道纪工委书记蒋杨谈及基层
报表工作，深有感触：如今疫情防控
需要汇总的信息统一由区委防疫指
挥部分发、收集、汇总，表格填报内
容也进行了“瘦身”，减轻了基层报
表负担。
　　报表多、数据重复报送等问题
困扰着许多基层干部，挤占了他们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遂宁市，依托
政务数据平台，对疫情防控、秸秆禁
烧、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统一由

“一个口子”收集管理数据，精简报
表，为基层干部减负。
　　记者了解到，今年四川省纪委
监委巩固拓展治理“文山会海”、优
化改进监督检查考核等成果，持续
为基层减负。
　　在雅安市汉源县，自去年起，探
索制定《派驻纪检组监督履职工作
清单》等三个清单，并建立定期督查
制度。汉源县纪委监委聚焦全县“中

心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统筹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察监
督、派驻监督，对同一部门开展的监
督进行整合，涉及同一项监督的事
项进行合并，不断提升监督质效。

　　据统计，汉源县级监督事项
从 2019 年的 25 项精简到 2021
年的 10 项。汉源县纪委监委今
年以来开展监督检查 25 次，发
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229 个，相比

去年同期监督检查减少了四分
之一。
　　汉源县九襄镇纪委书记何建
切身感受到优化监督考核后带来
的变化：“上级的发文量减少了，
多头监督少了，开会、检查次数也
减少了，干部有了更多时间为老
百姓做实事。”
　　据介绍，汉源县纪检监察组
织对各类履职监督检查由以查阅
资料为主，转变为深入群众走访
为主，更加注重实效、解决群众需
求。通过统筹“四项监督”、开展重
复信访举报突出问题集中治理等
工作，截至今年 5 月初，受理群
众信访举报 48 件，总量同比下
降了 58% ，重复访、越级访均呈
下降趋势。
　　“今年我们推出了片区协
作机制，将进一步督促三个清
单制度落地落实，解决监督泛
化 问 题 ，让 监 督 更 精 准 、更 高
效，着力为基层减压，激励党员
干部担当实干。”汉源县县委常
委向正森说。

四川巩固“文山会海”治理，优化监督考核为基层减负

新华社发 刘道伟作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