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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她吗？小手紧握铅笔，清亮的眸子充满求知的
渴望——大眼睛苏明娟当年因为一张“我要上学”的照
片，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祖父母是文盲，父母初中毕业，而我是大学毕业。”
苏明娟说，她一家三代亲历了中国教育 70 年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 80%为文盲。文化水平
过低，成为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阻碍。

70 年来，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颁布实施
义务教育法，到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
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
平。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仅 有 0.26% 。
2019 年，教育部宣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8.1%，高等教育即将
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适龄青年可以
接受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
质，也让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大幅提升。

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山村的聂鹏几年前在班主任的建
议下，去了一所中职学校学习数控专业。之后，他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且拿到较好名次，顺利进入高职
深造。毕业后，他凭借高超的技术水平和负责的职业精
神，在滨海新区一家知名企业一展所长。

像聂鹏一样的孩子一代代成长。70 年来，我国共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2.7 亿。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0 个人中有 8 个是文盲，到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3.3 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
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到如今即将普及
高等教育……

70 年来，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国家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让更多的国人可以眼
前有诗意、心中有远方。

（据新华社）

70 年，从文盲占八成
走向高等教育普及化

为深入推进克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营
造良好氛围，克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克州
党委宣传部、克孜勒苏日报社联合举
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
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征文应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主题，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
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
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具体目
标，以理论文章等形式，展示各县
（市）和州直各部门、各单位推动主题
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展示各族党
员对初心使命的感悟和担当作为。

二、征文要求

征集作品分为文字、图片、短视
频三种类型。

1.文字：主要为理论文章，字数不
超过 2000 字，作品要突出故事性，要
结合党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讲
故事、谈感悟，力求讲故事忌概括、说
事实不空论。推出一批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可信可学、感人至深的初心
使命人物和故事。

征集作品要选择小切口、小视角，
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以小视角反映大
变化。征文要见人见事见思想、内容真
实、叙事生动、文风朴实、文笔流畅。

2.图片：要求为近年来特别是近
期创作且未经发表的记录类影像，展
现克州各族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感人场景。

（1）图片格式为 JPG，大小不少于
2M,严禁修改图片内容，不接收合成

图片。
（2）彩色、黑白不限，单幅、组照

均可（组照 4-8 幅），每组组照按一幅
作品计算。每件作品附文字说明，简
要介绍拍摄背景、人物故事。

3.短视频类作品：在全州范围内
征集各族党员不忘初心为民办实事
的场景。

拍摄建议选用 1080P（即 1920∗
1080 像素），图画比例为 19:6.如果用
手机录制，要将手机屏幕横屏。要求
画面美观、声音清晰，时长控制在 3分
钟以内。

三、征集方式
1.文图类作品，文字稿件以 Word

文档形式，图片以 JPG文件格式，发送
至邮箱 kzbs-at@163.com，并在邮件主
题栏标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征文”字样。

2.短视频类作品：按相应格式，将
作品发至邮箱，另附Word文档注明作
品标题、拍摄时间、地点及创作说明。

3.所有作品需在文末注明作者真
实姓名、通讯地址、单位、联系电话，
确保不因个人信息不全影响联络。

四、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19年 11月底止。
五、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

评选出参赛优秀作品，评选若干奖项，
并在《克孜勒苏日报》、克州零距离、大
美克州等平台，定期刊发优秀作品。

克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
员会宣传部
克孜勒苏日报社

2019年 9月 15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品大型征集活动启事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驻

阿图什市松他克乡亚喀巴格

村工作队组织全村党员清理

路边垃圾，以干净整洁的村

容村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通讯员 张金华 宋新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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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克孜族牧民布茹玛汗·毛勒
朵今年 77 岁。她生命中绝大部分时
光，在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上度过。

50 余载，只为守护国家边境。每
日跋山涉水、夜宿雪岭、攀爬峭壁……
路途上，唯有孤独、危险、寒冷相伴。
她走过 20 多万公里山路，在帕米尔高
原大大小小山石上亲手刻下 10 多万
块“中国石”。

极致的忠诚热爱、坚定执着，感动
中国。

“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2012 年 10 月 1 日，在新疆乌恰县

吉根乡，布茹玛汗·毛勒朵与她的孙子
们在一起。

布茹玛汗·毛勒朵是新疆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冬古
拉玛通外山口的一名护边员。这里海
拔 4290 米，是帕米尔高原中国通往吉
尔吉斯斯坦的一处边防隘口。

1961 年，19 岁的布茹玛汗跟随丈
夫在冬古拉玛安家。她发现，这里虽
有边界线，但没有界碑。那时的她，便
立下手刻界碑的心愿。

布茹玛汗记得，当她第一次将“中
国”两个字刻在石头上时，欣喜地将那
块石头抱在怀中。50 多年过去，她在
边境线上的 10 多万块大大小小石头
上刻下“中国”两个字。

布茹玛汗的父亲是孤儿，自小和 5
个兄妹为巴依（富户）家放牧谋生。新
中国成立后，全家开始过上好日子。
对于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布茹玛汗的
父亲十分珍惜，弥留之际叮嘱子女：

“这里是解放军吃着草根才得到解放
的，你们要守好边境，像待家人一样待
解放军。”

那时，很少有女性放牧巡边，但布
茹玛汗每日早出晚归，将越境的牛羊
赶回来，查看陌生人有无进出边境。
冬古拉玛山口离布茹玛汗的家有 60
公里山路，她照顾不了家庭；一路上，
悬崖、乱石滩、沟壑密布，她的腿脚经
常被尖利的岩石划出道道血口，很多
次受困于暴风雪中……护边生涯里，
布茹玛汗遭遇过无数危险。

她对于边境线的守护执着得近乎
“偏执”，乡邻笑她痴傻，丈夫也和她
闹过矛盾。

然而，她无怨无悔。“父亲说过，边
境线安稳国家才能安稳，人们才能有
幸福生活，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度过了
有意义的一生。”布茹玛汗说。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拥军爱军”是布茹玛汗常年坚持

的另一件事。她记不清救治过多少冻
伤、摔伤、被困暴风雪的“兵娃”，给他
们妈妈般的爱与呵护。

1999 年，浙江籍战士罗齐辉巡逻
时被困暴风雪，双腿严重冻伤。得知
情况后，布茹玛汗迅速将他抬进毡房，
把小战士的双脚揣在自己怀里暖着，
让儿子麦尔干宰杀山羊接热血救治。
经过 1 个多小时急救，战士的脚开始
恢复知觉。

2004 年，边防战士胡红利带领 7
名战士出发，原计划巡逻 8 天后到达
冬古拉玛山口。天气突变，他们被困
半山腰。暴雨之夜，布茹玛汗和儿子
背着干粮摸着石头一点点向前挪，赶
了 10 几个小时山路，将救命干粮送到
战士们手中……

布茹玛汗有一个习惯：只要有空
就织毛衣、毛裤、毛袜子，用的是自己
手工捻的羊毛和骆驼毛，给“兵娃”们
准备过冬衣物；战士们的鞋袜、衣服湿
了，她就守在火堆边一件件烤干；衣服
破了，她一件件补好……

布茹玛汗家生活并不宽裕，可是，
只要边防战士巡逻经过她家，或来做
客，她和丈夫、孩子都会把毡房让给战
士 们 住 ，自 己 搬 到 放 杂 物 的 小 毡 房
里。每年建军节，她都会在家里准备
酥油卷饼、奶茶、宰杀牛羊，请边防战
士到家里庆祝节日。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布茹玛汗
满是怜爱。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
就是最大的好”

对于布茹玛汗而言，热爱祖国是
一种信仰。这已经成为家风并得以传
承。

布茹玛汗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都是护边员。她对子女说：“我过去吃
的苦像山那么多。你们现在也要守护
好祖国的边境线。”

布茹玛汗的儿子买尔干从 12 岁
就跟着妈妈巡边护边。如今，40 岁出
头的他已是当地护边员小组组长。回
想过去，他红了眼眶：“小时候埋怨妈
妈为什么总不回家，为什么不能像其
他人的妈妈一样给我们做热饭热汤，
只知道她在边境线上巡边，还常常受
伤。成为像她一样的护边员后，才明
白了边境线的意义，开始钦佩妈妈，为
她骄傲。”

如今，布茹玛汗的故事传扬在天
山南北，成为新疆各族护边员的榜样。

今年国庆前夕，布茹玛汗荣获“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当她蹒跚走
向领奖台时，远在近万里外的国境线，
布茹玛汗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喜极
而泣。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对得起
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最大的好。”布
茹玛汗说。 （据新华网）

中 国 ，一 生 的 守 护
——记“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布茹玛汗·毛勒朵

新疆彩车亮相以来，广受各界好评，特
别是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开展出中，成
了“网红打卡车”，被网红们亲切地称为“甜
甜的大石榴”“中国最美石榴”。新疆彩车
的这个“中国最美石榴”是怎样诞生的呢？

石榴的红 新疆的甜
“新时代的彩车该是什么样？”这是新

疆彩车设计制作专项工作团队接到任务后
面临的第一道考验。面对创作任务，彩车
项目团队中每一个人都感到压力巨大。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彩车设计团
队的成员们开会讨论创意。创作团队没人
记得清，他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主题要鲜明，主体要醒目，造型要现
代，新疆元素要饱满。远看、近看、动看都
要有看头儿，咱们新疆彩车要满足这些条
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彩车定下了明确
的创意设计基调。

石榴，就用石榴做我们彩车的主体造
型！经过反复讨论，创意设计组的成员们
意见格外统一。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讲过的话，如今已经是全国人民家喻户
晓的金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最需要的就是像抱在一起的石榴籽一样的
团结。”彩车设计制作专项工作总导演张毅
刚解释说。

国庆节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喜庆
节日，新疆彩车不仅要突出团结稳定的主
题和展现新疆发展的风采，还要在艺术创
意上和现代科技运用上进行突破，力争独
树一帜。

全国各个省区市都拿出最强的创意制
作来打造彩车，新疆彩车如何独树一帜？

“味道，我们要把彩车制作出新疆的味
道！”张毅刚说，“世人皆知新疆的水果好，
新疆的水果甜，我们就用视觉创意让全国
人民感受到新疆甜！”于是，一个以大石榴
为主体，配以新疆各种特产水果而组成的

“大果盘”的设计思路跃然纸上。
创意思路定下来，紧张的设计征稿工

作开始了。设计过程中综合了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全国和全区 10 多家
专业设计机构的方案，并根据自治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彩车设计制作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意见，形成了美丽新疆彩车的设计稿。

4 月 9 日，是彩车设计团队最紧张的一天。这一天新疆彩车方
案上报北京首都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挥部，大家揣着紧
张的心情等待批复。

一审通过！大家欢欣鼓舞。通过！通过！通过！新疆彩车方
案在先后 4 次各类报审中，都是一次通过，这在全国各个省区市中
也是为数不多的。

远看的美 近看的妙
彩车作为新疆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唯一一个活动，表

达新疆 2500 万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
彩车设计经历过很多套方案稿，最终确定为一个红红的大石

榴，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从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中迸射出新疆各
族少年儿童的一张张美丽纯真的笑脸，用这样的一个展现方式，表
达新疆人献给祖国一个团结和谐、幸福安康的美丽新疆。

石榴红了，丰收了，有了硕果。这样使得彩车主题的表达性更
加准确。

新疆彩车团队希望更具艺术性，不仅要突出远看的美丽和喜
庆，还要追求近看的精妙。

于是，创意过程进一步引申出了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新时代新
画卷、“新疆是个好地方”以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
鲜明区域特色。

新疆是个瓜果之乡，彩车上设计了一个 6 米直径的大果盘，上面
盛满了新疆的葡萄、香梨、西瓜、哈密瓜等各色瓜果。

金秋十月，各族人民托举起这个巨大的果盘，中间拥出一个鲜
红的、饱满的石榴，既表现了主题，又有了新疆瓜果之乡的展现。当
果盘中间这个石榴形 LED 屏上，从熟透裂开的石榴籽中涌现出新疆
各族少年儿童的一张张笑脸，并瞬间铺满全屏，给人以强烈震撼的
视觉冲击力和艺术美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
年，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那么怎么展现呢？

于是，一幅在高清显示技术支持下的“新疆新时代新画卷”的创
意出来了。50 多幅“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巨幅图片连接成一幅新时
代美丽新疆的流动画卷。画卷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有出处、有源头
的，实景拍摄的美丽新疆。

用一个卷轴，从车的尾部一直铺成到果盘下，并采用 LED 新技
术，运用电影胶片的方式循环播放 50 幅新疆最美的图片，内容包括
风景、农业、经济、工业等题材，展现美丽多彩的新疆。

甜美的歌 灵动的舞
用歌舞为祖国庆生，是新疆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情、最强烈、最

真挚、最饱满的祝福。
彩车的前半部设计了一个舞台，舞台的形状是纳格拉鼓，分为

两层，上面是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共舞，周围是身穿 13 个主要民族
服装的舞蹈演员载歌载舞。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交流、荟萃的地方，多民族聚集在
这里生活、奋斗，新疆应该是一个多彩的、丰富的、内涵充实的新疆，
于是团队设计了从车头贯穿到车尾的 5 条彩带，这 5 条彩带除了拥
有飘逸美丽的艺术形象外，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和表达。

彩车团队特意邀请了新疆美术家协会、兵团美术家协会、新疆
艺术学院、新疆画院和新疆师范大学 5 家单位，对这 5 条彩带进行内
容上的充实。如新疆艺术学院师生创作的一条丝绸之路的文化彩
带，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到如今的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体现了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大背景。

5 条彩带上共绘有 111 件浮雕，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丝绸之路历史
沿革和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天山南北发生的巨大变化，
以写意连环画的方式概括了新疆的绿洲文化、草原文化、军垦文化、
城市文化、丝路文化等方面。

新疆彩车上，全车没有一处是直线条设计，打破了多重堆砌、单
一线条的传统设计手法，运用圆形、弧形、波浪形、菱形等几何图形
进行搭配，同时运用大量的 LED 屏和立体化升降、伸展等科技手段，
让整个彩车形成外观线条流畅、现代时尚的印象。

新疆彩车从远处看，它很美丽亮眼，看到新疆的瓜果太诱人了，
都想摘一串葡萄、抱一个瓜尝尝，让人心动而向往新疆；当它动起来
的时候，5 条彩带如同微风吹起一般飘扬着，托起大果盘里献给祖国
的新疆甜；近看，又能发现很多颇具思想内涵的细节和故事，主题醒
目、流光溢彩、生动细腻。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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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陶县幸福路社区
举办“歌唱美好生活、民族团
结一家亲”文艺汇演，居民以
歌唱、舞蹈等多种形式讴歌
党的光辉历程，向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

通讯员 张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