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满足国庆假期参观需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将每日参观预约人数相应提高。但国庆节这天的参观名
额，还是一上线就被预约一空。

还原长征场景的“4D+6面”全景影院，让参观者身临
其境目睹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的场景。“看着红军战士
们在雪山草地里互帮互助、苦中作乐，咱们现在遇到的困
难又算得上什么呢？感谢为新中国拼搏的先烈，是他们
给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胡棉舒说。

这个假期，＃这才是国庆该去的地方＃成为微博热
门话题。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革命
圣地延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红色景区热情
的游客给出了答案——用“红色密码”打开这个“黄金周”
的出行方式。

长假首日，广州15家红色景区接待游客7万多人
次。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举办“红歌快闪”国庆特别节目，
推出“文创＋集市”、大榕树影院、红色文化研学等系列主
题活动，岭南特色吸引游客。

在重庆，白公馆“小萝卜头”雕塑被游客敬献的鲜花包
围，红岩革命纪念馆留言簿上一句句感言动人心弦。一位
带着儿子体验红色之旅的父亲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想
让儿子明白中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走向如今的繁荣富强。

了解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英雄纪念碑前放一束鲜
花，留言簿上写下而今的盛世中华……越来越多游客特
别是年轻人到红色景区打卡，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
量。有统计显示，今年以来，预订红色旅游产品的游客
中，25岁以下群体占比近20%，创近年新高。

“我特意带一家人来现场感受红色文化，也体验乡村
小康生活，让孩子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国庆假期，福建
市民王彤红一家来到中共鼎平县委旧址参观。

“通过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不少村民参与
到美丽乡村建设中。”红色旧址所在的福鼎市佳阳畲族乡
周山村村干部说，近年来，当地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
展，探索出一条“红色+绿色”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浓郁的乡情乡愁，深沉的文化自信，实实在在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描摹家国团圆的复兴气象，凝聚同心同德
的奋进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记者周玮 王鹏 余俊杰）

10月1日清晨，伴随着雄壮的国歌，10余
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见
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升旗仪式
结束后，大家高唱《歌唱祖国》。

新中国华诞之际，人们难抑激动，唱出对
党的深情——歌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歌唱消
除绝对贫困，歌唱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

不仅仅是国庆期间，事实上自5月以来，超
1.7亿人次参与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一首首
红歌如同一面面旗帜，在传唱中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

长假期间，感悟党史、礼赞祖国，是群众文
化活动的主旋律。江苏举办“翰墨丹青颂党
恩”书画作品展，海南开展“向祖国献礼”群众
舞蹈展演，青海组织文艺轻骑兵“学党史、感党
恩、惠民生”下基层文艺演出……

同时，享文化盛宴，为精神充电，“过文化
节”是近年来的新时尚。

长假刚开始，“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
国庆七天预约已显示售罄。“叹服中华文明海
纳百川的胸襟，叹服现代科技助力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观展后，大三学生张然如是说。

大江南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新实践，滋养精神根脉、涵养文化自信。

传承让戏曲更青春。在昆山，第八届中国
昆剧艺术节如约而至，《浣纱记·吴越春秋》《瞿
秋白》等陆续登场。在北京，第五届中国戏曲
文化周国庆亮相园博园，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
乐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等讴歌时代。
新老艺术家披挂上阵，年轻观众前来捧场。

国风、非遗引领新潮流。到兰州，看“如意
甘肃·多彩非遗”全省非遗展演，唢呐高亢、道
情悠扬、花儿动听；来洛阳，“黄河非遗国际创
意周”带你开启黄河非遗之旅；在泰安，体验

“国庆吃面 国泰民安”新民俗，祝愿国运绵长，
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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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海 南 久 康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91469034MA5T1WCA3X）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典 当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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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潘哲伦（于2021年9月30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20117200207250056，特 此 声

明。

●海南华田国际物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声明
因海南大学儋州校区对公账户户
名由“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管理委员
会”更名为“海南大学”，现启用新
的“海南大学财务专用章（1）”，原

“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管理委员会财
务专用章”作废。特此声明！

儋州校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10月4日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遗 失

招 租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根据

招生计划，2022年我校拟招收MPA全日制研究生35名,非全日制研

究生138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 网上报名：2021年10月5日至25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s：//yz.chsi.com.cn或 https://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想

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详细招生简章网址：海

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 https://hd.hainanu.edu.cn/mpa/ 邮箱

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22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中国一冶美兰机场项目部
多促并举保障国庆期间安全生产

国庆期间，由中国一冶承建的海口美兰机场工程项目现场
仍然是一番忙碌的景象，该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节日期间坚守
岗位，加班加点施工，抓项目进度，以实际行动诠释劳动之美。

为保障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项目部节前对工地现场进行
了全面安全排查，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进行限期
整改，并针对疫情防控细化措施，项目部及时收集务工人员双
针疫苗接种信息并将防疫信息建档，做好安全培训、三级安全
教育、班前教育，班中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改正，班后做好总结，
针对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项目部配备了充足的酒精、口罩、
消毒液、额温枪等防疫物资，每日进行防疫信息打卡和行程反
馈，纳入机场防疫管控实行每周两次的核酸检测，工地现场实
行实名制封闭化管理，每日测温，坚持定期消毒等举措。

在国庆期间，项目部还会举行升国旗活动，同心共贺佳
节。另外，还组织了篮球赛，乒乓球赛等系列活动，以提振职工
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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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精神根脉 凝聚奋进力量
——国庆假期品味文化中国之美

走进影院享受一场精神盛宴，是国庆长假
文化消费一大热点。

这个国庆档，《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
影片激扬红色主旋律，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长津湖》生动刻画志愿军战士的顽强不屈，
致敬“最可爱的人”。《我和我的父辈》讲述四个家
庭父辈的人生经历，再现奋斗精神血脉传承。

时代大叙事中，英雄人物与平凡个体闪耀
出的蓬勃力量，击中我们的心房。

“我的爷爷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常跟我
讲起当年在前线啃冻土豆的经历。”吉林通化市
市民王蔷说，“影片《长津湖》让我更加感恩今天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本书，书里写满了努力
拼搏的经历。”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祁怡菡看完
《我和我的父辈》后说，“此生不悔入华夏。作为
大学生，我会传承中国精神，找准人生方向，努
力奋斗。”

黑白转彩色4K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
波》国庆期间上映，人们将在大银幕上体会“红
色经典 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统计数据显示，国庆前两天，我国电影票房
突破10亿元，其中《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
分列票房榜前两位。

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蓬勃发展的电
影市场为人民提供丰富文化滋养，提振民族精
气神。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用独特风格
书写红军故事的《云霄之上》荣获“天坛奖”最佳
影片，诗意主题表现战斗残酷和人性温暖。

将视线转向小荧屏，电视剧《功勋》再现“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的
不凡历程，《理想之城》《启航：当风起时》《夺金》
等奏响积极向上的时代和鸣……

“‘燃’到值得站起来鼓掌！”年轻观众看过
《功勋》后留言：英雄才是民族精神图谱上最醒
目的标识，是历史天空中最灿烂的星斗。

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航
空工业一直在路上。

从“米格走廊”到空天一体，中国
空军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

9月28日至10月3日，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重器密集、
百花齐放，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空之
光、民族工业之美。

飞出空军新高度
中国空军的飞行表演，已经成为

航展名片。
作为世界四支超音速飞行表演队

之一，八一飞行表演队以歼-10为表
演机，其飞行水平折射出中国空军部
队的战斗力跃升进程。作为一支隶属
空军航空大学的院校飞行表演队，红
鹰飞行表演队的水平背后则是空军飞
行人才培养的水平和高度。

在向适应空天时代的空天军事力
量加速迈进的路上，中国空军构建起

“红剑”“金头盔”“金飞镖”“蓝盾”“擎
电”等“五大品牌”，实战化训练水平大
幅提升。

除了飞行表演，空军歼-16D、无
侦-7、教-10等现役装备首次亮相航
展，歼-20、运-20、空警-500、轰-6K
跟普通民众面对面，展现了大国空军
的自信与从容。

创出航空新梦想
作为装备制造领域的最高端产

品，航空发动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影
响国家空中运输、国防安全和保持国
家战略优势的核心技术。

这次航展，中国航发集团携多款
新型航空发动机精彩亮相。特别是首
次公开亮相的“太行”发动机发展型，
让不少参展观众驻足流连。

与此同时，首次亮相航展的
CJ1000A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采用多项新技术，能够满足150-180
座级单通道飞机对动力的需求；双通
道远程宽体客机发动机验证机，多项
指标优于现役同类产品；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以历史最大规模震撼亮相，展
区总面积近6000平方米，系统展示
其旗下“七大体系”百余项产品和技
术成果。

与往届比，今年的展厅数量增加
到了11个共10万平方米，来自40多
个国家的 700 多家厂商参加了航
展。另外在36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
里，还停放了100多架大小飞机进行
静态展示。

中国航展见证和展示了航空工业
的精华。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
的百余年间，中国航空工业也迎来了

高速发展期。

迈出强国新步伐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中国航空成绩斐
然。

这次航展上，参观者目睹了“20”
家族、“咆哮石榴”的真容，也在展厅里
看到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模型。航
展上除了有从月球上带回来的“最贵
土壤”，还有“太空油罐车”，它可以为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加油”，延长卫星
使用寿命。

这些年来，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不
断被突破。歼-20已经用上了“中国
心”，运-20越飞越远。再长的路，都
在脚下。

（据新华社广州10月3日电 记
者黎云 郭中正 刘一诺）

航空之光 工业之美
——写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闭幕之际

厚植家国情怀

农民歌会
的动人乡音，
汇入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
后首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的雄
浑交响；中国
昆剧艺术节、
中国京剧艺术
节好戏连台，
彰显传统文化
魅力；电影《长
津湖》《我和我
的父辈》领跑
国庆档，点燃
爱国情怀；遵
义、西柏坡等
红色景区热度
持续攀升，人
们沿着红色版
图感悟初心使
命 ……2021
年国庆长假，
实现全面小康
后的多彩节日
图景，勾勒出
一 个 精 神 上
“强起来”的文
化中国。

赓续红色血脉凝聚精神力量

读者在海口市海口湾云洞图书馆阅读。 新华社发人们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参观拍照。 新华社发
10月1日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齐聚天安门广

场，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 新华社发

中国赴南苏丹维和官兵
获“和平荣誉勋章”

据新华社内罗毕10月 3日电 （曹壮 何鹏
刚）朱巴消息：中国第七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
兵营全体700名官兵2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荣获
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中国第七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
2020年12月部署到任务区以来，高标准完成武
装巡逻、隔离冲突、警戒搜查等任务。任务期间，
全营有49名官兵荣获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联
南苏团）部队总司令“个人嘉奖”，110名官兵荣获
朱巴战区司令“个人嘉奖”，联南苏团和朱巴战区
也分别授予维和步兵营“集体嘉奖”。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0月2日电 金沙萨消
息：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第二梯队
94名官兵2日抵达位于刚果（金）南基伍省布卡
武市的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营区，标志着中国第25
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部部署到位。

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共有218
人，包括工兵分队175人和医疗分队43人。第一
梯队人员9月12日抵达布卡武市的“中国半岛”
营区，9月28日与第24批维和部队完成轮换交接
工作，正式接管了任务区。

2003年4月，应联合国邀请，中国派出首支
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医疗分队参与在该地区的
维和行动。目前，中国累计向刚果（金）任务区派
出25批次维和工兵、医疗分队，维和人员超过
3000人次，在任务区数百个点位执行了上千项工
程保障任务。

10月2日，中国维和官兵抵达刚果（金）南基
伍省布卡武市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营区。 新华社发

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
维和部队全部抵达任务区

卡塔尔议会选举委员会3日凌晨宣布，卡塔
尔首次议会选举结束。本次议会选举共设有30
个选区，投票率为63.5%，每个选区的胜选者获
得议会席位。本次议会选举是卡塔尔继1999年
市政委员会选举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选举，也是卡
塔尔议会的首次选举。图为工作人员在一处投票
站关闭后清点选票。 新华社/路透

卡塔尔首次议会选举结束

10月3日，在芬兰万塔举行的2021苏迪曼
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
日本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夺取苏迪
曼杯。

图为中国队选手石宇奇在男单比赛中。他以
2：1战胜日本队选手桃田贤斗，为中国队夺得关
键一分。 新华社发

中国队第12次捧苏迪曼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