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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7日电 又有
许多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致
电或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阿曼苏丹卡布斯表示，值此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祝友
好 的 中 国 人 民 不 断 实 现 繁 荣 和 发
展。我坚信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关
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巴林国王哈马德表示，巴中关系友
好稳固，期待今后继续提升双边关系发
展水平。祝愿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表 示 ，祝 愿 中 国 祥 和 进 步 、繁 荣 昌
盛。埃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双边友好关系。

突尼斯代总统纳赛尔表示，今年
正值突尼斯和中国建交 55 周年。我
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深化突中友谊，
全力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塞舌尔总统富尔表示，塞舌尔视
中国为重要国际伙伴和朋友。中国
对塞舌尔的发展至关重要。期待在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表示，我
们将毫不动摇地与中方一道致力于
深化布中关系，造福兄弟般的两国。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表示，祝愿
同几比人民命运与共的中国人民永
远幸福安康，愿竭尽所能进一步加强
两国关系。

贝宁总统塔隆表示，中国在国家
发展道路上创造了辉煌，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多哥总统福雷表示，中国的发展
令全世界钦佩，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
以启迪。中方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
护者。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一带一
路”倡议成为促进中非合作的创举。

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表示，祝愿

马中友谊历久弥新，祝愿中国不断繁
荣进步。

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表示，
中国走过的历程为马达加斯加树立
了榜样。中国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
为国奉献的精神，是国家和谐团结的
象征。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表示，祝友
好的中国人民享受和平、成功和持久
繁荣，期待科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世界历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对布中两国高
水平的友好合作关系感到满意，愿同
您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布中关系。

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表示，莱
方致力于同中方密切合作，进一步推动
两国关系迈向新的高度，造福两国
人民。

中非总统图瓦德拉表示，真挚友
谊、团结合作以及命运共同体理念将
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进一步加
强良好关系。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表示，我
们将致力于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良
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卡瓦略
表示，我愿坚定不移、竭尽全力进一
步 密 切 两 国 友 好 关 系 ，造 福 两 国
人民。

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
王表示，今年不仅对于中国意义重大，
对摩中两国关系亦是如此。今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对摩纳哥公国成功进
行国事访问，双边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马耳他总统维拉表示，马中关系
内涵不断丰富，坚信未来两国友谊将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框架持
续蓬勃发展。

拉脱维亚总统莱维茨表示，70 年
来，中国经历了极不平凡的经济和社
会变革，相信中国未来将继续实现更

多宏伟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
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拉脱维亚愿参
与并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洲互
联互通战略对接。

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表示，今
年两国将隆重庆祝建交 70 周年。斯
中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相
信两国关系将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
赢基础上继续取得新的发展。

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对中国
是意义重大的时刻。克中友谊与合
作不断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有力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

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表示，基于
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基础上的黑中传
统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相信未来
黑中关系将继续充满活力。

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表示，经过
70 年奋斗，中国实现了高水平发展。
多方愿继续开拓同中国的合作潜力，
造福两国人民。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表示，玻
利维亚和中国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两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补，学习互鉴
不断发展。玻方愿同中方继续共同
努力，造福两国人民。

巴哈马总督史密斯表示，70 年
来，勤劳智慧和甘于奉献的中国人民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成就。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
双边各领域合作。

斐济总统孔罗特表示，斐济高度
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祝福伟大的中
国持续稳定繁荣，伟大的中国人民幸
福安康。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
在这喜庆吉祥的中国国庆日，我谨向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
祝贺和最良好祝愿。我深信，所中关
系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让我们共

同努力，将两国合作提升到新的高
度，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总裁洪博
表示，过去 40 年，中国完成了卓越的
经济转型，8 亿多人成功脱贫，这是人
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
成就。中国将于 2020 年全面消除绝
对贫困，国际农发基金会愿同中国政
府深化合作，支持中国的扶贫和乡村
振兴事业。

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格拉萨表
示，热烈祝贺中国女排在 2019 年女
排世界杯上取得伟大胜利。国际排
球联合会愿继续同中方加强良好伙
伴关系。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
还有：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马尔代
夫总统萨利赫，不丹第五世国王旺楚
克，毛里塔尼亚总统加祖瓦尼，卢旺达
总统卡加梅，佛得角总统丰塞卡，喀麦
隆总统比亚，乍得总统代比，刚果（金）
总统齐塞克迪，刚果（布）总统萨苏，挪
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瑞典国王卡尔十
六世·古斯塔夫，卢森堡大公亨利，圣
马力诺执政官尼古拉·塞尔瓦、执政官
米凯莱·穆拉托里，阿尔巴尼亚总统梅
塔，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北马其顿
总统彭达罗夫斯基，乌拉圭总统巴斯
克斯，圭亚那总统格兰杰，苏里南总统
鲍特塞，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
利法诺，瓦努阿图总统摩西，英国首相
约翰逊，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库克群
岛总理普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
干事李勇，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
麟，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世界气
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国际竹藤组织
总干事穆秋姆，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
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等。

此外，一些国家领导人分别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发来贺电贺函。

外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在全国上下

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央宣
传部 7 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陈俊武
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陈俊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化
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中石化洛阳工
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我国
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煤化工技术专家、
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他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投身到党和
人民的事业，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奋进，为
新中国石化工业不懈奋斗 70 年。他敢为
人先、勇于登攀，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作
出开创性的贡献，进入耄耋之年，仍然奋战
在科研一线。他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为国
家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石化专家，资助多名
贫困学生和优秀青年。荣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近一段时间，陈俊武的先进事迹被中
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
烈反响。干部群众普遍认为，陈俊武把个
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非凡的
技术成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石
油化工技术的杰出开拓者，是爱国奋斗奉
献精神的模范践行者。广大科技工作者
表示，要学习陈俊武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弘扬科学报国光荣传统，发扬不懈创
新的科学精神，秉持淡泊名利的品德风
范，主动扛起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担当，
建功立业新时代，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
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陈俊武同志“时代楷
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陈俊武先进
事迹的短片。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志，陈
俊武的亲属、同事、学生，及社会各界代表
等参加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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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10月7日电 记
者张允强报道：“又见大唐”书
画文物展于7日在辽宁省博物
馆开展，《簪花仕女图》《虢国夫
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等国
宝级珍品集中展出，再现唐代
的盛世画卷，为观众带来一场
饕餮盛宴。

本次展览共展出100件与
唐代有关的绘画、书法等文物
珍品。其中 56 件为辽宁省博
物馆的珍贵藏品，44件来自故
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博
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
物院等文博机构。

此次展览由盛世画卷和浩
荡书风两大部分组成。分别以
珍贵的绘画和书法展品为主线，
与其他品类文物形成丰富链接，
全面展现了唐代的政治、经济、
文化、艺术和民族融合及丝绸之
路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体现

出大唐盛世的繁荣昌盛。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刘传铭

说，唐代传世书法绘画寥寥无
几，平常更难一睹芳容。此次
辽宁省博物馆将馆藏唐代书画
倾囊而出，38件一级文物集中
展现，《萧翼赚兰亭图》《虢国夫
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仲尼
梦奠帖》等皆为中国书画史上
难得一见的珍品，是一场难得
的视觉盛宴。

为增强展览的感染力，辽
宁省博物馆首次与数字科技公
司合作，以高科技数字成像技
术倾力打造数字体验场景，让
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浏览
文物，体味大唐盛世的悠远
绵长。

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1月
5日。为方便观众参观，辽宁省
博物馆还开通了网上预约参观
平台。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开展
集中呈现百件文物珍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
电 （记者余俊杰） 为隆重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生动展现70年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住房保障
工作走过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
辉煌成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摄
制的四集系列专题片《安居中
国》，将从 10 月 8 日起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
出，每天播出两集。

该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住

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住房保
障能力持续增强的伟大实践，
通过一系列温暖感人的故事，
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这一目标所作出的
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反映了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的时代风貌。

节目还系统展现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整体人居环境
发生的巨大改变和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是广大观众全方位了
解新中国住房事业发展的一部
优秀作品。

专题片《安居中国》即将播出

10月7日，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动车所检修库，中铁七局工作人
员正在检查设备设施。随着京张高铁联调联试工作日前启动，位
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京张高铁北京北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未来将
承担京张高铁动车组的检修和整备等工作。据介绍，京张高铁开
通运营后从北京到张家口的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以内。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京张高铁北京北动车所投入使用又是一年重阳节，伴随着新中国迎
来70华诞的喜庆氛围，神州大地处处
洋溢着尊老敬老的节日气氛。从为农
村独居老人送去爱心温暖到志愿者上
门与老年人同做节日佳肴，从“走一场
温馨红地毯”的欢声笑语到“爱心伴夕
阳”的志愿接力，各地以继承发扬孝老
爱亲美德为着力点，精心设计了一系列
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重阳节主题活
动，用点点滴滴的爱心创意弘扬尊老敬
老的优良传统。

河南商丘睢县，涧岗乡土西村村民
闫道超刚刚领到第四季度的孝善养老
金。从今年起，和全市其他 65 岁以上
的农村独居老人一样，他每个月都能领
到200元养老金。

近年来，商丘市以提升农村老年人
生活水平为重点，按照“政府引导、因地
制宜，子女为主、自愿参与，分步实施、
循序渐进”的工作原则，面向全市农村
65 周岁以上的独居老人设立孝善基
金，大力推进孝善敬老工作。

睢县是商丘市最早探索孝善敬老
工作新途径、新模式的两个试点县之

一。2018 年，全县由子女交纳的赡养
基金共4687.3万元，县财政奖补874.7
万元，共向 20267 位老人发放了孝善
基金。今年截至 8 月底，全县由子女
缴纳的赡养基金共3100多万元，县财
政奖补 600 多万元，9 月底全部发放
到位。

千里之外，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龙里县，33 支“老年志愿服务队”
全员出动，把热腾腾的糍粑、饺子送到
敬老院和社区村寨，将重阳节的氛围推
向高潮。

在龙里县洗马镇敬老院，老年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准时到来，拿出准备
好的肉馅和面粉，一起动手给老人们做
饺子。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16 位特
困供养老人被热气腾腾的饺子和热心
满满的“红马甲”包围。

“我没有儿女，在这里大家就像一
家人！”住在敬老院的申高文老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83岁的志愿服务队队长莫洪文告
诉记者，团队如今有115人，不管是重
阳节还是平时，大家都热心参与环境整

治、老年文化表演、邻里守望等志愿服
务，给鳏寡孤独老人送去关爱和温暖。

最温暖的敬老是理解，最温情的孝
老是陪伴。

在湖南长沙，“走一场温馨红地毯”
早已是芙蓉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多年
来重阳节活动“最吸睛”的环节。

长长的红毯一字铺开，活泼可爱的
孩子和白发苍苍的老人牵手走来，现场
居民频频按下快门，记录这场祖孙“红
毯秀”。在掌声、歌声和欢呼声中，社区
老人和自己的孙儿孙女、空巢老人与志
愿者，大家手牵着手，盛装走在红地毯
上接受大家的良好祝福。

韶光社区负责人黄战立告诉记者，
今年重阳节喜逢国庆节，社区精心组织
了“老少同乐庆重阳·传承浓浓敬老情”
主题活动，居民们欢聚一堂，共叙尊老
敬老情，共享幸福生活，共同祝福伟大
祖国。

尊老敬老，重在贴心，贵在日常。
在浙江诸暨，市、镇、村三级志愿服

务队伍深化贴近式常态服务，开展形式
多样的关爱老人活动，让社会关爱常伴

老人左右。
重阳节一大早，诸暨市怡养老年健

康保健服务中心内，近20名来自店口
镇义工协会“爱心伴夕阳”进社区关爱
老人项目的“红帽子”志愿者们就赶来

“上岗”，义务为老人们体检、理发、修
脚等。

74岁的石全国说：“我这双老脚灰
指甲很难修，多亏了小王师傅。”

被老人们称为“店口第一刀”的修
脚师傅王陕苏，是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的
铁杆志愿者。“老年人的脚比较难修，但
修完后听到一句‘小王师傅比儿女还贴
心’，再辛苦也值了。”王陕苏笑着说。

店口镇义工协会会长陈纪梁告诉
记者，“爱心伴夕阳”进社区关爱老人项
目自 2012 年启动以来，已开展了 100
期，爱心服务了3000多名老人。“我们
坚持做敬老服务，营造全社会爱老敬老
的良好氛围。现在，加入我们‘红帽子’
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了。”

文/新华社记者 罗 争 光 双 瑞
齐 健 刘良恒 韩传号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点 点 爱 老 心 浓 浓 敬 老 情
——各地开展重阳节活动弘扬尊老敬老优良传统

左图 10月2日，湖北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西蒿武当农夫高山生态蔬菜基地，农民在采收牛角王辣椒。房县
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大力发展菜椒等特色干鲜蔬菜，目前当地发展无污染生态蔬菜19万亩，耳菇4000万袋，
实现年收入19亿元，有力带动农民增收。 张启龙摄（中经视觉）

右图 “十一”黄金周期间，甘肃省静宁县
贾河乡宋堡村小学的学生们在果园里采摘苹
果，欢庆丰收。 王 毅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