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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岁的“红小鬼”杨世
才离家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
出发前，他把一个当时发行的“布
币”留给前来看望他的母亲作为返家
的路费。母亲舍不得花，一直把布币
当作纪念品留存起来，如果想儿子了
就拿出来看看。直到1950年，杨世才
回来寻找家人，母子重逢。母亲将布
币交还杨世才说：“现在有了你，我用
不着它了，把它作为参加红军的纪念
吧！”

9月27日，记者在“信念·精神·
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
型馆藏文物展”上看到这枚布币。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国家
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 （以下简称军博） 分别
举办展览，再现那段人民革命的艰苦
岁月。

● 展览
国宝级文物再现艰难岁月

按照“有故事”的标准，国博精选
出300余件“国宝级”长征文物，在“信
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上展出。包
括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戴过
的红军八角帽、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
望远镜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
制的《赣、皖、浙、闽四省交界图》等
109件文物则是首次展出。

国博展厅里，最不起眼的一件文
物放在一个小纸盒里，是两株风干了
的小草。说明牌上写着，这种植物叫
黄花草。

这种草是红军过草地时的“主
食”。为了保证安全，红军宣传队采
集了许多野菜的样品，到处宣传，哪
些有毒哪些无毒。因开黄花被战士们
命名为“黄花草”的植物其实也有
毒，但食用后，不会有生命危险，只

会感觉四肢无力。为了充饥，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一军战士刘毅和战友们将
黄花草用水煮沸充饥。

1936 年 7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5 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
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
充饥，并特意留下两株放在随身携带
的小盒中珍藏。

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南部后，刘毅
将黄花草珍藏起来，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捐赠给国博。

“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展
览”9月2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举办，展出红军武器装备、书信
手稿、生活用品等多种类型文物 252
件、图片275幅、艺术品45件，全方
位、多角度展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
的战斗、学习、生活等场景。

● 观众
红军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在军博展区，来观展的 82 岁老
人罗宏述不断地在纸上记录着展出的
要点内容。他认为，此次展览内容丰
富而具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二万五千里征程”。

“毕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教科书
里面所没有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大老
远 一 定 要 来 这 个 地 方 看 展 览 的 原
因。”36岁的付强专门从山东潍坊赶
来观展。他表示，红军克服艰难险阻

的吃苦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他希望
能重走长征路，增强自己的信念。

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穿过
的草鞋展品前，一对中年夫妇久久驻
足。丈夫张爱宾曾是空军飞行员。

“我们应该珍惜当今的生活，秉承革
命烈士的遗志，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的目标而奋斗。”他说。

看着红军过草地时吃剩的半条皮
带，火箭军某工程部队上士王路闪烁
着泪花。这两天，为完成国防工程任
务，王路和战友们连续奋战了好几
天，吃住都在坑道里。26日凌晨4时

走出坑道后，他立即换上干净的军装
来看展览。“对比革命先辈吃过的
苦，我们工作中的苦不算什么。”王
路说。

展览结尾处，陈设着一面英烈
墙，记录着红军长征途中422名牺牲
的营以上干部名录。“胜利往往都是
用牺牲奉献换来的。”海军参谋部参
谋陈晓雷说：“艰苦卓绝的史诗已成
为历史，但伟大的长征精神历久弥
新。英烈墙上的英名，就像一盏盏明
灯，照耀着我们的过去，也必将照亮
我们的未来。”

红军初心 依然灿烂
——国博、军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特写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
（记者吴晶晶）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
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 28 日晚
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与 2800 多名港澳台
侨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俞正声在招待会上致辞，代表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出席招待会的
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香港同
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
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他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奋发

图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开
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俞正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我们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就是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团结动员全
体中华儿女，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抚今追昔，我们
不会忘记，长期以来，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党和国家建
设、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俞正声指出，香港、澳门回归
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功。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
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一如既往
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施政、履行职责，支持香港、
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
主、促进和谐。

俞正声强调，维护和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
将毫不动摇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

方针，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
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
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
续扩大深化两岸民众交流交往，促
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
胞亲情和福祉，团结两岸同胞不断
开辟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前景。

俞正声表示，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的重要力量。我们将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为侨服务”的侨务工作宗
旨，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
力、维护侨益，促进海内外中华儿
女团结合作，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招待会由国务委员杨洁篪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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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9月28日电（记
者沈红辉） 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
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
北京—东京论坛 28 日在东京闭幕。
双方发表《东京共识》，为发展中日
关系建言献策。

《东京共识》 表示，中日两国

经济都处于结构调整期，巩固和
发展双方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
的“压舱石”。两国政府之外的民
间对话，能够发挥其特殊和重要
的作用，希望以本届北京—东京
论坛为契机，继续推动民间交流
与合作。

据新华社重庆9月28日电（记
者陈舒） 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承办的

“2016·中欧人权研讨会”28日在重
庆召开。

来自中欧人权领域50多位专家
学者围绕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这一主
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副主任崔玉英介绍了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取得的成绩。

法国新人权协会主席皮埃尔·贝
尔西斯指出，在保护好少数民族各
项基本权利的同时，要反对文化领
域里的霸权主义。

“中欧人权研讨会”由中国人权
研究会创立。

中欧人权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北京—东京论坛发表《东京共识》

9月28日，各地纷
纷举办祭孔活动，纪
念先贤孔子诞辰 2567
年。图为乐生在山东
曲阜孔庙举行的丙申
年祭孔大典上演奏。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本报首尔9月 28日电 （记者杨
凯、陈树荣） 人民日报海外版韩国
版发行纪念仪式今天在首尔举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郑剑与主
办方 《亚洲经济》 报社社长郭永吉
出席仪式并致辞。

今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与《亚洲经济》在北京举行合作签约仪

式。从7月份开始，《亚洲经济》报社正
式代理发行人民日报海外版，每周一至
周五出版，已成为当地华侨华人和韩国
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的权威平台。

郑剑在致词中向出席活动的韩
国嘉宾介绍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发
展情况。他表示，媒体合作是国家
合作的先导，媒体交流是人民交流

的 桥 梁 。 韩 国 是 中 国 的 近 邻 和 朋
友，加强与韩国媒体的合作是海外
版的优先选择，作为韩国有影响力
的媒体，《亚洲经济》 代理发行海外
版，必将有利于广大韩国读者更好
地了解中国，必将促进两国关系进
一步发展。双方应该共同把握中韩
合作共赢大势，维护两国人民友好

氛 围 ， 夯 实 两 家 媒 体 合 作 交 流 基
础 。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与 《亚 洲 经
济》 合作的树苗已经栽下，我们期
待它能不断成长、成为参天大树。

郭永吉表示，当前中韩两国加
强沟通、紧密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
要，《亚洲经济》 愿以代理发行海外
版为契机，努力为促进两国媒体交
流、两国人民交往、两国关系发展
作出贡献。

中韩两国各界人士100多人参加
了纪念仪式。

人民日报海外版韩国版举行发行纪念仪式

“菊香晚艳——开封菊花与故宫博物院藏菊花题材文物联展”日前在北
京故宫开展，来自河南开封的3万余盆菊花和北京北海公园提供的精品菊花，
分布于故宫博物院乾清门广场、隆宗门外广场、慈宁门广场等区域，旨在重现
清代紫禁城菊花绽放盛况。图为观众在赏菊。 本报记者 陈振凯摄

三万盆菊花故宫绽放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为期10天的2016年国庆假期铁路旅
客运输今天正式启动。

今年国庆假期铁路旅客运输自
9月 28日至 10月 7日，共 10天。全国

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1亿人次，日均
发送 11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3%。
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
客 14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3%。从
车票发售情况看，假日期间，北京、上
海、青岛、桂林等城市客流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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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在军博展出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 图为在军博展出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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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28日电（记者叶
紫） 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公务员
局近日公布 《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废止 2009 年颁
布的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办法 （试行）》。

《办法》规定，对有严重违纪违规
行为的报考者取消当次报考资格、不
予录用，并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

档案库，视情形记录5年或者长期记
录。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组织考
试作弊罪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
对报考者和录用工作人员的守法和
纪律要求。报考者如果有串通作弊或
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等特别严重的违
纪违规行为，将永远不允许进入公务
员队伍。录用工作人员组织、策划有
组织作弊或者在有组织作弊中起主
要作用的，给予开除处分。

公务员考试作弊者永不录用

9 月 28 日凌晨 4 时 40 分，台风“鲇鱼”在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沿海登
陆。受其影响，厦门市区及部分乡镇带来强风暴雨。图为厦门边防官兵帮
助渔民将渔船转移到安全地带。 徐林 吴燕娇摄影报道

厦门全力抗“鲇鱼”

本报塔什干9月 28日电 “魅
力上海”推广活动日前在乌兹别克斯
坦首都塔什干开幕。本次活动由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塔什干市政府、乌兹别克
斯坦艺术学院共同主办。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同为丝绸
之路上的文明古国，上海和塔什干
互为友好城市，多年来一直保持密
切交流合作。此次赴塔什干市举行
的推广活动，包括“魅力上海”摄
影展、“上海之窗”图书赠阅等。

“魅力上海”推广活动在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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