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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镌刻心底的永恒记忆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主题展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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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令百余万观众为之垂泪、感慨和钦佩的一场
展览徐徐落幕。

两个月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万众一心 众志
成城”抗震救灾主题展览，将永恒的民族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每一名
观众的心底，由他们传递到祖国各地，化作报效祖国的不竭动力。

这里，展示的是民族精神的丰碑

在
$$##

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中和
%&!

米长的主展线上，陈列
了

%!'

张照片和
"$#

件（组）实物。雕塑、绘画、大型场景、大型投
影、多媒体视频、触摸屏等，真实生动地回放了抗震救灾历程。
《特大地震 举世震惊》、《坚强领导 心系人民》、《争分夺秒

全力营救》、《临危不惧 奋起自救》、《八方支援 共克时艰》、《恢
复生产 重建家园》、《伟大精神 不竭动力》……展览以全面展
现抗震救灾斗争历程为主线，以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为
主题，真实生动地展示抗震救灾历程。

展览开幕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各界干部群众
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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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
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来观看，对展览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参观热情。随后，展
览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参观高峰。

不少观众特别关注抗震救灾的统计数字，他们拿着笔记
本，抄下这样一组组数字：地震中，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

亿元，调集帐篷
!*%)'%

万顶，共有
&+#!%

名群众被从废墟中抢
救出来……

这些数字，让观众从另一个侧面更加清楚、真实地认识到，
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我国历史上
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
最大限度地挽救受灾群众生命，减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这里，挺起的是民族不屈的脊梁

展览期间，记者巧遇一群学生正在展厅内完成一份特殊的

作业。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把展览内容印成了各种试卷分发

给学生，由学生们在参观过程中完成答题。学生们三五成群，穿
梭于展厅，认真地寻找答案。
“我们以这种形式组织学生参观，并不是简单地让他们记

住展览的一些内容，而是要他们铭记这段历史，弘扬一种精神，
寻找人生坐标。”老师说。

在短短
(#

多天的展览时间里，机关、团体举着党旗、团旗、
队旗来到展览现场进行各种主题教育活动。

展览激励着观众，将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转化为坚定跟党走
的决心和信心。来自山东东营的农民李玉芹由衷地赞叹：“展览
办得太好了，我看了以后精神振奋，备受感动，会更加信心百倍
地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下去！”

展览激励着观众，将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转化为爱岗敬业，
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的李文杰
在留言中写道：“作为护士的后备军，我会在今后国家有灾难的
时候，毫不犹豫地冲在第一线，救死扶伤。”

展览激励着观众，将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转化为重建家园、
创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社会各界观众参观展览时都特别关
注有关灾后重建的内容。他们在灾后重建景观前、在一幅幅灾
区新貌的图片前久久停留，祝福灾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创造
美好新生活。

许多灾区同胞也通过留言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坚定信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程晓蓉在留言中写道：“自然
灾害使我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但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感受到了祖国人民赤诚火热的心！作为一名四川人，我看到了
家乡人民的希望，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这里，书写的是永恒感人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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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时，亲赴四川地震灾区的军旅作家、记者张
聿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写成的诗集《汶川，永远的感

动》，在展览现场进行免费签名发放。不到一小时，
$##

册诗集
便发放一空。

一件件物品、一幅幅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地震灾害发生后各
界人士倾力奉献爱心的情况。观众们又一次重温了灾后的温
情，体会着“以人为本”的救灾精神。

地震已过去了
(

个多月，现在最为重要的是重建家园，建
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展厅里，栩栩如生的大型景观“恢复生产生
活”，更让观众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而在地震灾区，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展览带来的震撼还同样感染着展厅外的亿万同胞。祝福灾
区人民尽快恢复生产、重建美好家园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四川省什邡市的一位学生，今年刚刚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
取。她在参观展览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掩面而泣：“地震发
生后，我以为一切都完了。家里的房子倒了，什么都没有了。我
还面临高考，当时真的很绝望！”
“但是，祖国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让我重新燃起了信心

和希望。那么迅速地救援转移群众，那么有序地安置我们的学
习和生活。”她说，在政府的帮助下，家里前不久盖了新房子，还
有全国各地的好心人送来的过冬衣被等，生活已经有了保障。
我的家又和以前一样了。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比原来更好、更
美的四川！

谈起参观感受，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外国专家们说，
地震发生后，外国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和人民展开的抗震救
灾工作。展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政
府和中国军队的机会。捷克语专家汉娜特别提道：“在汶川地震
发生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令人钦佩。这当然要归功于中
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新一届政府的亲民政策。”

此刻，千里之外的地震灾区：板房外跳起欢乐舞蹈，帐篷旁
唱响鼓舞之歌，土堆上热映“坝坝电影”……一张张笑脸、一个
个画面，坚强地告诉世界，这块血泪之地已再度焕发生机。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谭浩）

（上接第一版）

各地区各部门一致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
阐述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大意义，为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贺国强同
志的重要讲话，总结了近十年来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成
效和经验，对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反腐倡廉
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大家普遍表示，一定要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习近平、贺国强等中央
领导同志的要求，增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政治意识、
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坚定不移地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会议精神，进一步健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细
则和配套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实效。北京、河北、农业
部、交通运输部、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单位对

!"

年来抓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系统回顾，总结经验，寻找差距，有
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办法和措施。天津市进一步修订签订责任
书、巡视督查、谈话、自查报告等八项配套制度，并着手建立责
任追究网络。吉林省组成

!#

个检查组，省委书记、省长等省级
领导分别带队，对各市（州）、省直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北京、内蒙古、辽
宁、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广西、云南、宁夏
等省（区、市）和铁道部、农业部、审计署、中国地震局、中国光大
集团等单位已作出安排，年底前后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各地区各部门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会议精神为契机，扎实抓好今年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特别
是三项重点任务。海南等省和农业部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作为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研究制定配套措施，认真落实

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畅通农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坚决纠
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江
苏省提出，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出
台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实施办法。山西、安徽、河南、
广东、四川、西藏等省（区）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
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

年
工作规划》，着力抓好“五个一批”的工作。上海、贵州等省（市）
深入研究党风廉政建设的全局性、倾向性、关键性问题，增强工
作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云南省把省属企业和高等院校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重点工作领域，针对其特点和规律，制定
具体办法和措施，推动企业和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中国投资公
司、中国光大集团等单位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抓经营管理与
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抓党风廉政建设
的政治责任。国土资源部结合行政问责案例，在全国国土资源
系统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全系统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

香港

加快 10大基建工程进度
本报香港

!!

月
$"

日电 （记者武少民）香港特区政府有关
负责人近日表示，受金融海啸冲击，香港建筑业工人就业面临挑
战，特区政府将加快

!"

大基建工程进度，尽可能同时进行，让西
九龙文化区建设等工程尽快上马。

这位负责人预计，
!"

大基建工程涉及资金
$#""

亿港元，一
旦所有项目完成、投入运作至成熟阶段，每年可为香港经济创造
!"""

亿港元增加值，同时创造
$#

万个职位。
!"

大基建工程项目包括西九龙文化区、启德发展计划等
&

项都市新发展区计划，地铁南港岛线、九铁沙田至中环线等
$

项
交通基建，以及广深港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等

+

项跨境基建。
据介绍，

!"

大基建工程不但可改善香港的交通状况，更可
进一步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强化香港与毗邻的深圳及珠江三
角洲铁路和公路交通网的联系，强化香港与周边区域的合作广
度和力度，为香港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大陆航空公司

两岸常态包机分配方案公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陆娅楠）根据海峡两岸关系
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

!!

月
'

日在台北签署的《海峡两岸
空运协议》，中国民用航空局今日向媒体公布大陆航空公司常态
包机分配方案。

执行两岸客运包机的大陆承运人由
(

家增加为
)

家，在原
执行周末包机的国际、东方、南方、海南、厦门和上海

(

家航空公
司的基础上，增加四川、山东和深圳

&

家航空公司为两岸包机的
指定承运人。

大陆方面每周执行
#'

班客运常态包机，包括原周末包机分
配班次在内，

)

家航空公司的班次量分别为：国航
!"

班、东航
!$

班、南航
!"

班、海航
#

班、厦航
(

班、上航
#

班，新增的四川、山
东和深圳航空公司各

$

班，共计每周
#'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