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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8月 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图伊马莱阿利法诺，祝贺他连任萨摩亚独立国国家元首。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萨摩亚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促进了双方共同利益。我

高度重视中萨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充实双边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图伊马莱阿利法诺连任萨摩亚国家元首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丁小溪 高蕾 范思翔

英雄模范，中华民族的闪亮坐标；功勋荣

誉，激励前行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战略高度，尊崇英雄、致敬英烈、关爱楷模，

以一系列开创性、示范性、突破性举措，建立

健全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充分

发挥功勋荣誉表彰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学习英雄，形成新时代

英雄辈出的良好局面。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

榜样引领。”功勋模范的先进事迹和英名伟

业，正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

取、建功立业，汇聚起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

尊崇英雄 礼赞楷模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为 党 和 国 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杜富国，“他是忠诚使命、英勇无畏的排

雷英雄”；钱七虎，“他是科技强军、为国铸盾

的防护工程专家，是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

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聂海胜，“他

是矢志报国、三巡太空的英雄航天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经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评选颁

授“八一勋章”。

这是时隔 5年之后，中央军委第二次评选

颁授习近平主席批准新设立的这一军队最高

荣誉。3位人民军队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在

全军上下、在全国人民中再次激起热烈反响。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以崇高礼遇

褒奖功勋人物，以实际行动关爱英雄模范，培

育和弘扬全社会向英雄模范致敬、向先进楷

模学习的良好氛围，神州大地唱响新时代的

功勋荣誉赞歌。

这是推进复兴伟业的深远考量——

2019年 10月 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

花团锦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大会盛大举行。

伴随着《红旗颂》的深情旋律，当 21 辆礼

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载着建立卓越功勋

的英模代表等徐徐驶过天安门时，全场自发

起立，向英雄们致敬。

“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

融”。盛世大典，至高荣光，振奋着党心军心民

心，激荡着不忘初心、团结拼搏的爱国情怀。

以礼正国，以励率民。

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

表彰制度，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

感召力的重要手段。” （下转第 3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 通讯员张锐杰）记

者近日从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获悉，5 年

来，浦东工会共为 2.2 万名职工提供调解、代

理仲裁（诉讼）等法律援助服务，挽回经济损

失 7.1 亿元。从高级职业经理人到普通劳动

者，一个全覆盖、立体化的维权服务格局正在

浦东逐步成型。

作为上海乃至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浦东人才高度集聚。此前，陆家嘴一家

投资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向工会组织求助，自

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希望能得到帮助。

在工会干部多次主动上门协调并请来相关专

业人士斡旋之后，事情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企业经营也未

受影响。

在一幢幢高楼间，无论是金领、白领还是

蓝领，这样的维权故事还有很多，为劳动者

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据悉，5 年来，

浦东新区总工会建立职工维权服务四方协

同合作工作机制，推进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协

商机制，强化劳动关系风险监测、分析、预防

和处置，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案件 1680
件，接待职工劳动法律咨询 1.8 万件，参与处

置劳动争议案件 3202 起，其中群体性劳动争

议 443起。

为劳动者维权，仅是浦东工会做好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的一个缩影。（下转第 3版）

上海浦东工会：立体化服务为职工权益护航
5年来，已为 2.2万名职工提供法律援助，挽回经济损失 7.1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伟 通讯员孙成栋 刘保

顺）升国旗，奏国歌，行队礼；少先队员代表为

劳模工匠系红领巾；观看劳模工匠事迹展板

和影像资料；向劳模工匠代表颁发“校外辅导

员聘书”；劳模工匠寄语，与师生交流……一

项项议程内容紧凑，一阵阵掌声不时响起。

9 月 1 日上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新区初

级中学、盐城市亭湖新区实验小学操场上，国

旗飘飘、歌声嘹亮，一场以“汲取榜样力量、点

亮成长梦想”为主题的百名劳模工匠进校园领

讲“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进行。

全国劳模、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梁泽泉，亭湖工匠、盐城市钱氏

木雕有限公司工艺美术师钱万春等 6 位劳模

工匠走进校园，共同开展“弘扬和传承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启迪同学们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促进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本次活动由亭湖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

合主办。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

亭湖新区初级中学、亭湖新区实验小学为主

场，全区其他学校通过视频与主场互动，并参

照主场模式和要求，利用简化程序开展多形

式活动。百名劳模分头深入各学校，为总计 7
万余名中小学师生领讲“开学第一课”，将热

爱劳动、崇尚奋斗的种子播进学生们心田。

作为主场活动中获颁“校外辅导员聘书”

的 6位劳模工匠之一，梁泽泉被推举为代表向

师生寄语。身为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党务工

作者、“中国好人”、江苏省道德模范的梁泽泉，

讲述了自己多年来怀揣梦想、发扬劳模精神、

矢志创新创业，带领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菜

鸟”，成长为苏北苏中第一、省内前列、全国有

名的行业标杆，以及自己成长、求学、创业过程

中的酸甜苦辣，引起师生们的共鸣。

“开学第一课”仪式结束后，同学们不约

而同地围着劳模工匠们，向他们讨教学习、生

活、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还请劳模工匠签

名，与劳模工匠合影留念。

“劳模伯伯的感人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受

到劳动的光荣、奋斗的可贵。”亭湖新区实验

小学六年级学生季妍欣说，“我们要以劳模工

匠为榜样，认真学习、早日成才，用奉献回报

祖国、造福社会。”

来自江苏八菱海螺水泥公司的江苏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游本琴表示：“作为一名劳

模工匠，能与孩子们零距离交流，进一步增强

了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感谢劳模工匠们的精彩宣讲，带给师生

们一份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亭湖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工会的合

作，把弘扬“三种精神”深度融入学校的常态

化劳动教育中，让广大师生真正从劳模工匠

身上获得启发、汲取力量。

汲取榜样力量 点亮成长梦想

江苏盐城：劳模工匠领讲“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天,劳模进校园
（全文见今日第 2版）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

军队的基础性工程，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的有效途径，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下转第 3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

本报北京9月1日电（记者朱欣）“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中央和国家机关书画摄影展今天在民族文化宫开幕。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总工会、中国文联、国家民委、文

化和旅游部负责同志，中国美协、中国摄协、中国书协负责

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书法美术摄影爱好者观

看展览。

展览从 9 月 1 日持续至 9 月 15 日，旗帜网、“支部工作”

APP 同步进行线上展出。参展的 626 幅书法、绘画、摄影作

品，通过艺术的语言礼赞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表达听党话、跟党

走的坚定信心和对党的二十大的热切期盼，展现了中央和国

家机关干部职工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展览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主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

联合会承办，中国文联机关党委、机关工会联合会，国家民委

直属机关党委、直属机关工会，文化和旅游部直属机关党委、

直属机关工会协办。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中央和国家机关书画摄影展开幕

9月1日拍摄的昆明广福小游园一景（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昆明市根据城市地形地貌、生态特色、周边环境等

因素因地制宜开展“口袋公园”建设。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已
经建设完成82个“口袋公园”。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昆明：“口袋公园”扮靓城市空间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会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为方便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提交采访申

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域名：http://cpc20reg.
zgjx.cn），欢迎外国媒体记者和港澳台媒体记者通过该系

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报名注册申请受理时间自

2022年 9月 2日起，至 2022年 9月 16日止。受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大会采访将通过现场采访、网络视频采访、书

面采访等方式进行。欢迎在京中外记者参加现场采访，欢

迎境外记者通过网络视频、书面等方式进行采访。

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二十大期间将在北京设立大

会新闻中心。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采访大会的中外记

者，组织大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

者采访活动，开设新闻中心官方网站、账号等，搭建“云采

访”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记者采访报道大会

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很感谢海南 4 月对上海的帮助，这次来帮助海南人民，

海南人民的热情让我感动。”8 月 30 日，上海援琼医疗队岳阳

医院第一批队员孙晨冰和抗疫“战友”结束了在海南的抗疫

工作，她笑着对记者说，要等疫情结束后来海南弥补心中的

遗憾。

8 月 11 日晚，孙晨冰主动报名参加援琼抗疫，还没有

来得及做过多准备，第二天 9 时就出发了。孙晨冰说：“海

南是我很向往的地方，没想到第一次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

这里。”

孙晨冰和“战友”们首先来到澄迈县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她说：“我们不单单参与核酸检测工作，还教当地村民和防疫

的工作人员如何进行核酸检测和防疫。”为了让当地人员更

容易掌握防疫知识，孙晨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同事们拍

摄了《核酸检测注意事项》科普短剧，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看

就懂、一学就会”的防疫科普知识。短剧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下转第 3版）

琼沪携手，同心抗疫

“帮他们就是帮家人”

9月 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航天员陈冬（上）、刘洋（下）开展舱外操作
的画面。

当日18时26分，航天员陈冬成功开启问
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舱门。至19时09分，航
天员陈冬、航天员刘洋成功出舱。

9月 2日 0时 33分，经过约 6小时的出舱
活动，3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出舱活动期
间全部既定任务，陈冬、刘洋已安全返回问天
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是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气闸舱
出舱、由小机械臂辅助实施的出舱活动。航
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天地间周密协同、舱内
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问天舱扩展泵组安
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舱外自主应急返
回验证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检验了航
天员与小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验证了问
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
功能性能。 新华社发（李杰 摄）

我国航天员首次从问天实验舱
气闸舱出舱实施舱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