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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你是什你是什

么垃圾么垃圾？”》？”》

网友“闻峰”

希望可以做一个 APP，扫一扫直接显示垃圾属
于哪一类。

网友“御七桃”

垃圾分类就是我们上海市民的新时尚。

网友“雁南飞”

垃圾源头分类固然重要，但运输、处理等各个
环节分类更重要，否则源头分类毫无意义。

网友“陆”

上海垃圾分类刚起步，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几
年后就会看到分类的好处。希望在安排垃圾倾倒时
间上，更能贴近居民需求，把分类工作做踏实了。

网友心声

转载情况：约27次，苹果日报等转载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美国的单边施压手
段，不但激起世界范围的反对之声，甚至其亲密盟
友都看不下去了，支持中国维护多边主义的声音越
来越强烈。

美国 《大西洋月刊》 网站刊文称，在应对中国
挑战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非但没有走到一起，反
而陷入一种破坏性分歧。美欧裂痕在不断扩大。

“用关税将美国经济实力武器化是一场危险的游
戏”，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白宫能从
使用经济武器中获得多少好处仍有待观察，但现在
已经清楚的是，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都比任何时
候更想探寻替代美国主导的体制。

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网站刊文称，如果美国
人听任与中国开始“新冷战”，则是大错特错。现在
把两国从悬崖边缘拉回，恢复双边关系的正常运转
为时未晚。两国关系比任何其它双边关系更能影响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既是需要
的，也是能够实现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应对贸易摩应对贸易摩

擦擦，，中国底气越来越足中国底气越来越足》》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习近平与习近平与

安倍的多点共识安倍的多点共识，，信息量很大信息量很大》》

网友“King York”

在牢记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向前发展。

网友“欢欢是戏精”

大趋势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复兴，中日一起重建
亚洲文明的自信心。

网友“李恒俊”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于两
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基层说基层说】】

罕见罕见！！中央通报点名副省级干部搞形中央通报点名副省级干部搞形

式主义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

网友“海星”

日常工作里，感到“入户宣传”中形式主义严
重。一遍遍入户、发资料、拍照、走人。重形式、
重痕迹，就是不重效果。

网友“慧德不冲”

有些地方官员的官僚作风，真的需要急刹车。

网友“小痴呆呆的”

希望有朝一日能真正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问题，充分调动基层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而不是
用形式主义的枷锁限制基层干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转载排行

为党庆生刷屏朋友圈

九万里风鹏正举 新征程砥砺初心
叶晓楠 谭贵岩

为党庆生刷屏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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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微信公众众号号““新华社新华社”《“”《“9090后后””姑娘收姑娘收

废品废品1010年年，，因为科普这个问题火了因为科普这个问题火了！》！》

网友“笑对人生”

一份坚守，一份执著，一份热爱。这个“90
后”女孩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网友“浅末年华”

支持垃圾分类，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有了
中国共产党！”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牢记初心使命 奋
进复兴征程”的社论指出：“98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
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让中华文明在现
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
生机。”

7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不忘初心使命 永立时代
潮头”的文章，指出：“烽火 28 年，执政 70 载，中国共
产党将自身的成长壮大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亿万人
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以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实现一
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与进步，创造一个民族与过往全
然不同的历史，不断把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推向一个个
崭新高度。”

7月1日，“央视新闻”发布题为“今天，中国共产党
98 岁生日，转发！祝福伟大的党，祝福我的祖国！”的
微博，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关注，截至目前，这条微博
的转发超过 12 万，获赞 3.6 万。网友“希在在就是尘哥
呀”表示：“生日快乐，愿党的明天再添华彩！”

98年风雨砥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始终不忘昨
日来处，牢记当初为了什么而出发，当下正在全党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恰是这样一种宣
告、承诺和集结。

网友“任国学”留言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意义重大。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
忘记来时的路。”

红网刊发题为“七一：守初心担使命 新起点开启新
征程”的文章指出：“我们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接近。未来，我们将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自豪的来
源，也是今天的共产党人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所在。”

网友“祥和一家”留言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党忠诚。加满
油，鼓足劲，扬帆远航！”

微博“人民日报”的一则发布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
论，微博写到：“成立 98 年，执政 70 载，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力奋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让一个饱经磨难的民族接近复兴梦
想。今天，党的 98岁生日。祝福党，也祝福中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砥砺前行！”

厦门大学的微博在下面评论说：“98 年，对于一个
人，也许很漫长；对于一个国家，弹指一挥间；对于一
个政党，恰是风华正茂。祝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个从未中断的历史
进程，一场一棒接着一棒的赛跑，一部旋律愈发激昂的

交响……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新
华社的文章这样指出。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每一
位都不应该被忘记！”

根据 《人民日报》7月1日的报道，中央组织部最新
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
数为 9059.4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3 万名，增幅为 1.2％。
党的基层组织 461 万个，比上年增加 3.9 万个，增幅为
0.8％。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凝聚
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岁
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抑或是砥砺前行的改革
开放时期，罗阳、廖俊波、杜富国、张富清、黄文秀
……一个个甘于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彰
显着初心使命的强大力量；一个个感天动地的奋斗故
事，汇聚成奔向民族复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7月1日，微信公众号“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总书记
这样称赞他们”的文章指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作
出高度评价，要求全社会向他们学习。从他们身上，我
们看到了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精神。

7 月 1 日，不到早晨 8 点，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
就推出了题为“今天的头条，给这群人！”的文章，其中
指出，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
却一直在你身边。在文章中，读者能看到，“扫雷英雄”
杜富国，在扫雷行动中，失去了双手和双眼，扫雷队长
曾问他为什么入党，杜富国回答：我入了党，就有资格
挑担子、带头干！还有王继才，在 26岁时接受了守岛任
务，与妻子王仕花一守就是32年，直到2018年王继才在
岛上去世，妻子说：老王，你放心，我每天还会把国旗
升起来。

从50多颗火种到9000多万名党员，一代代共产党人
无私奉献、坚韧不拔，成为全社会崇尚的对象。

网友“洗尽铅华”感慨地留言说：“英雄无畏，英雄
无悔。”网友“Chilli”也发出相似的感慨：“他们是中华
民族的骄傲！每一位都不应该被忘记！”网友“xiaxia”留
言说：“作为‘80后’，我很庆幸生在了和平年代，没有
硝烟，没有战争。但是，总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那些
坚守在一线的党员干部，你们辛苦啦。请接受我深深的
敬意，你们舍小家，为大家。”

“七一”前夕，共产党员黄文秀的事迹在互联网上刷
了屏，这个广西姑娘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第一书
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由于驱车
赶回驻村点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对于黄文秀的事迹，网友“最美的期待”说：“感人
至深，泪水流到了心里，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样
的精神都催人奋进。”

同为扶贫第一书记的网友“李朴洵”表示：“我也是
第一书记，但是工作的时间比黄文秀姐姐短，看了她的
事迹以后真的又感动又难过，向她致敬！向她学习！”

“努力奋斗，为了祖国强大献出
一份力！”

在互联网上，不少党员网友还重温入党誓词，或是
回顾自己入党经历，鞭策自己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网友“521”回忆说：“我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党员，
我永远记得当年认真书写的十页纸的入党申请书，永远
记得每一次上党课时积极上台发言，永远记得第一次宣
誓时的热血澎湃。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激励我们变得更
好，走向更远更高的地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

一名新近入党的网友“爱吃香蕉的小豆包”在微博
中向党致以祝福，他说：“很荣幸今年成为这九千万分之
一，祝福我敬爱的党，祝福我热爱的祖国，愿祖国一直
强盛，一直青春，生日快乐！”

7 月 1 日，微信公众号“人民网”在网上发布题为
“今天，一起重温入党誓词！”的文章，领着网友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并指出：“还记得当初入党宣誓的场景吗？
当时的你怀着怎样的心情？今天是我们党 98 周岁的生
日，也是我们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日，让我们一起
踏上革命圣地，重温入党誓词，回溯精神的根脉，感受
涌动的初心。”

网友“@美好呀”留言说：“我心向党，坚不可摧。
作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员，我很荣幸，我会付出行动，
为祖国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为什么要入党？他们这样回答！”——这是微信公
众号“中国日报”的一则发布，其中指出，“老一辈革命
家，面对那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危局，奔涌出的革命
理想与信仰，看得人热血沸腾；而在今天，为什么要入
党，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加具体而微，在不同岗位上的
他们献身强国事业，奉献服务人民，用一个个动人事迹
诠释入党初心。”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心。对于党和国家
未来，网友们更是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网友“Jessie”表示：“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一世纪正
青春。”四川省网友“肖永乐”表示：“不忘初心和使
命，复兴强国梦正圆。”

在看过微博“人民日报”在7月1日清早发布的名为
“今天，为中国共产党打个广告”的短视频后，网友“养
猫的菠菜哥哥”发表评论：“竟然看得眼眶发热，这盛
世，终会如我们所愿。”

网友“就爱吃中餐”也表示：“努力奋斗，不仅仅是
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祖国强大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网友“风雨听音 K”说：“今年刚成为入党积极分
子，我感到很自豪。我将努力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优秀
的人，尽我所能，让中国的未来更美好。”

2019年 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8
周年。

98载奋斗拼搏，98载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由
小到大、由大向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力奋斗，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各类难关，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
河的壮丽史诗。

7月1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发文章，热烈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周年。媒体刊文指出，历
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引领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

连日来，“为党庆生”的话题也在朋友圈引起了
刷屏，网友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祝福。网友

“欢迎报考”留言说：“跨越百年风云，因初心不改
而朝气蓬勃，因矢志不渝而一往无前。亲爱的党，
生日快乐。”网友“遇见更好的自己”留言说：“今
天是您的生日，愿您朝气蓬勃，永葆青春活力！我
们紧跟您的脚步，一起圆同一个梦！”

▶“七一”前夕，观众在位于上海兴业路的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在浙江省东阳市新华书店，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阅读图书。
包康轩摄 （新华社发）

▲在浙江省东阳市新华书店，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阅读图书。
包康轩摄 （新华社发）

▼河北省邯郸市逸夫小学的学生在体验皮影戏。
杨 扬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