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郭洋洋，因你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公司决定对你作出解除劳
动合同处理。请你自本通知见报
之日起30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不到，将按有关规定
处理。

焦作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
公司

遗失声明

▲博爱县万达运输有限公
司豫HQ5444车辆的营运证（证
号：410822020901）和豫H1V25
挂 车 的 营 运 证（ 证 号 ：
410822011678）丢失，声明作废。

▲郜雪枝购买华融国际公
寓1单元17层87号房的购房收
据（编号：2177921 和 2913599）
丢失，声明作废。

▲修武县云台山国际文武
学校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34108210014265）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顺之安物流有限公
司豫HT8827车辆的营运证（证
号：410822021213）丢失，声明作
废。

▲河南顺之安物流有限公
司豫H2V39挂车的营运证（证
号：410822021421）丢失，声明作
废。

扫扫二维码
报缝广告刊登细则随您查

营业执照遗失、收据遗
失、身份证遗失怎么办？快来
关注焦作日报官方微信吧！
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平台推出

《便民服务》栏目，为您详解遗
失声明和公章、财务章遗失作
废声明及公告等报缝广告刊
登细则。

欢迎刊登报缝广告
服务电话：8797096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记
者戴小河） 国家
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示，11 月 27 日
以来，全国快递
日均业务量连续
稳步上涨，特别
是 12 月 2 日 至 4
日，连续3天日均
超3亿件，实现迅
速反弹。

国 家 邮 政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从部分快递
网 点 暂 停 运 营 、
快件积压，到迅
速反弹、复苏提
速，邮政管理部
门推进保通保畅
工作，出台系列
政策，持续跟踪

调度，分级分类分区推进，有
效推动解决了多地干线不畅、
末端梗阻等问题。

在新疆乌鲁木齐，邮政、
顺丰、京东、德邦、韵达、极
兔、菜鸟等企业的省级分拨中
心已正常运转，加班加点处理
分拨中心滚存邮件快件，超
271处快递网点恢复运营，日
均投递邮件快件超8万件；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9个省级邮
政快递分拨中心全部恢复运
行，超245个邮政快递网点恢
复营业，超 3300 余名邮政快
递从业人员陆续返岗，将积压
的 160 余万件快件处理完毕；
在西藏拉萨、广东广州、河南
郑州、重庆、北京等地，除部
分未解封高风险区域仍无法派
送快件外，主要品牌寄递企业
的营业网点已陆续恢复正常运
转，运力正在逐步恢复。

寄递企业也积极加大基础
能力建设，提升服务能力，满
足商家和消费者的不同寄递需
求。顺丰开通了“杭州—安克
雷奇—纽约”国际货运航线，
进一步拓宽杭州至北美的航空
物流渠道，稳定国际物流供应
链；圆通速递贵州智创园全面
启用，引进7套自动化快递分
拣设备，单日处理量达250万
件，提高了贵州及西南地区的
物流运输效率。

当前，快递业仍处于旺
季，在即将到来的“双 12”
和年货节等促销活动的推动
下，快递业务量有望持续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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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公告
孟州市飞红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5月21日孟州市

公安局立案打击，2018 年 12 月 24 日经焦作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司法机关共追缴涉案资产164.76万

元，除保留部分失联群众集资款外，所有集资款已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全部清退兑付集资参与群众，现予

以结案。

河南远洋集团有限公司孟州营业部，2017年4月27

日孟州市公安局立案打击，2018年4月8日经孟州市人民

法院审结，经司法机关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

以结案。

孟州市金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4月29日孟

州市公安局立案打击，2017年4月24日经孟州市人民法

院审结，经司法机关审查无可追缴的涉案资产，现予以

结案。

特此公告！

孟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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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玮萱

11 月 30 日，中国传统制茶
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被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国又一项代表性文化举起了

“世界招牌”。消息传来，全国茶
人不禁拍手相庆。

此时，焦作也理应欢欣鼓
舞。自古以来，焦作与茶文化渊
源颇深。

这或许令许多人诧异。在许
多人看来，焦作喝茶者有之，但
若论种茶、茶道者，定是“弱
项”，何来“情缘”？

其实，恰恰相反，自古以
来，焦作大地茶香馥郁。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原著名
茶人、焦作市茶文化研究会原秘
书长陈德中。近几年来，他正在
编撰 《焦作茶典》，从收集来的
大量史料中证明，焦作茶文化底
蕴丰厚。

上古时期，神农在此尝百
草，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片茶叶，
这样的说法有理有据。

“茶圣”陆羽在 《茶经》 中
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另据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撰写
的 《补史记·三皇本纪》 记载：

“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
草，始有医药。”而这种据说

“红色竹根”的竹子，恰恰是焦
作 的 丹 沁 竹 林 。 更 有 民 间 传
说，神农在野外用釜煮水时，
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
的水微黄，口感醇厚，入口生津
止渴，提神醒脑，便发现了茶。
更有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
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其中的

“荼”是一种苦草，有人认为是太
行山特产——冬凌草。

自“神农尝百草”后，焦作
关于“茶”的故事便不绝于耳。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隐居焦
作太行山，抚琴吟诗，传为佳
话。

唐时，焦作曾是河北道贡茶
基地，种植出了唐朝时黄河以北
的第一片茶叶。这样的提法有何
考证呢？

据陈德中多方查证，唐朝时
期的沁阳曾种植过贡茶。据《中
国名茶志》河南卷记载：河南省
产茶历史悠久，自东周时期传入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0年），
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由原
产 地 沿 川 陕 大 道 传 入 陕 西 ，
又 沿 汉 水 传 入 东 周 政 治 经 济
中 心 ——河南，并在气候温和
的河南南部生根。后又向北、东
两个方向发展，向北发展到怀州
（今沁阳） 等处，形成贡茶；向
东沿义阳 （今信阳）、光州 （今
潢川、光山）入安徽西部的寿州
（今六安）形成淮南茶区。

另据 《方志分类资料》 载，
唐代贡茶产区有：河北道的怀州
河内郡 （今沁阳）；山南道的峡
州夷陵郡；淮南道的申州义阳
郡。

不仅如此，唐宋盛极一时的
“茶宴”的提出者曾是河内人山
谦之。

茶宴，乃是古人用茶宴请
宾客、会聚朋友的活动。“茶
宴”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山
谦之的 《吴兴记》，该书成于公
元 454 年前后。其中提到：“每
岁吴兴、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
于此。”

焦作历史文化名人与茶很有
情缘。相传，唐时，赶考的学子
们中流行喝“韩愈茶”。韩愈曾
亲手种植茶树，喝了韩愈种植的
茶叶后，可提神醒脑，马到功
成。

李商隐曾作诗：“煮茶归未
去，刻竹为题名。”

刘汝宠曾在修武百家岩作

诗：“万点茗苔穿洞出，一飞瀑
布自天来。”

更有趣的事，日本“第一茶
人”自称是汉献帝的后裔。

时间推至200多年前的茶马
古道。作为茶马古道重要的交通
节点，成群结队的运茶马帮途经
焦作时，留下了浓浓茶香。

几年前，“茶马古道”项目
开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道路。我市沁阳作为节点城市，
位列其中。如果该项目申遗成
功，将是焦作文化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源 于 茶 叶 。 17 世 纪 30 年
代，中国的茶叶经蒙古可汗传至
俄国后，便逐渐在俄国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消费市场。19 世纪 50
年代，中俄茶叶贸易达到鼎盛时
期，从而诞生了一条堪与“丝绸
之路”媲美的“茶叶之路”。

这条“茶叶之路”起于福建
崇安府 （现福建省武夷山市），
途径江西、湖北、河南，跨长
江，越黄河，进覃怀腹地，经太
行道，过沁阳碗子城，入山西泽
州，再经潞安抵忻州、大同、张
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达俄国
的恰克图，全长 4635 千米，称

之“万里茶路”。
茶马古道，促进了以茶文化

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
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
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
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沁阳与山西交界处的
碗子城仍屹立不倒。太行古道上
无数个深深的马蹄印，已嵌入历
史的年轮。

这还不算，汉献帝与茶、孙
思邈与茶、月山寺与茶、焦作历
史文化名人与茶等关于茶的故
事，还有待我们深入挖掘。

焦作茶文化如此丰厚，应当
有所作为。

陈德中说，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被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
中国茶文化将实现突破性发展，
希望焦作借助茶马古道、神农文
化、竹林七贤文化等力量，在传
承、弘扬、发展茶文化方面有所
建树，坐上这趟飘满茶香的“文
化专列”。

茶文化里的“焦作元素”
本报记者 王龙卿

11 月中旬，根据工作需要，记者担任了焦
作日报社驻中封村第一书记。中封村位于武陟
县三阳乡政府东4公里，是沁河岸边一座极其普
通的村庄。但没过多时，记者便发现了它的不
普通。

村中有两处高耸的沙丘，是治理沁河时留
下的历史遗迹。该村南1公里处，是沁河上著名
险工——老龙湾险工。险工处立有石碑，碑刻

“龙回头”三字，上书“沁河老龙湾是黄河大洪
水顶托倒灌的上端，一旦失事，影响度与黄河
下游决口一样，将危机及京、津地区，乃至华
北3.3万平方公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
断京广、京九、107大动脉。”

看来，中封村得名“中封”着实不简单。
为深入了解中封村治水文化，12 月 5 日上

午，焦作文旅文化研究者陈太刚、张杰、冯保
中、杨飞龙等应邀来到中封村考察。

为何形成两个六七米高的沙丘？中封村党支
部书记杨跟来介绍：“我们中封村在沁河边，沁
河由此向东南方向20公里左右汇入黄河。沁河与
黄河一样多泥沙，村北这两个大沙丘与沁河决口
紧密相关，但没人能说得出沙丘形成的年代。”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老龙湾险工。
作为全国首个“中国黄河文化之乡”，武陟

在黄河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历来是治河要
地。沁河，作为黄河下游最重要的一条支流，
用自己超过10亿立方米的年平均天然径流量源
源不断汇入黄河。历史上，沁河曾多次发生水
患，被称为“小黄河”，是黄河众多支流中唯一
被纳入国家统一治理的河流，这便有了沁阳险
工老龙湾。

老龙湾位于沁河左堤64+000处，由于沁河
在武陟境内蜿蜒曲折，在此长期坐了一个大
弯，形似老龙，故称老龙湾。当黄河发生特大
洪水时，将顶托至老龙湾，所以老龙湾至沁河
口的15公里堤防以黄河设防为标准。

几年前，老龙湾文化苑建成，对沁河及老
龙湾险工等有十分详细的介绍。老龙湾以下的
沁河河段是黄河大洪水顶托倒灌影响最严重的
区段，当黄河涨水时，在高水位的作用下往往
要向沁河回流倒灌，老龙湾便是倒灌的上限
点。正是因为这个倒灌区，若黄河水位高于沁
河水位，将向沁河倒灌。若黄沁并涨，沁水下
泄不畅，则会出现顶托，危及沁堤防洪安全。
所以，沁河之险，险在老龙湾。

洪水泛滥时，中封村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村庄之一。村中92岁老
人杨国杰介绍，村里过去十分贫穷，沁河经常决口。记忆中，1939
年，他8岁时，国民党为阻挡日本兵入侵，又扒开了沁河，村民立即
逃到村北的沙丘上，沙丘救了一村人的命。

冯保中说，他看过明清时期的《武陟县志》，治理沁河是县志中
的主要内容。每当洪水泛滥，武陟县、三阳乡等都抽调人员前来抗
洪，中封村更是全村人出动，冲在抗洪第一线。

看到此情此景，张杰说：“千百年来，这里是黄河沁河水患
‘封’堵疏导之地，相传大禹治水曾到此地，连绵巨大的沙丘也许就
是沁河故道留下的印记。”

陈太刚建议：“中封村沙丘和附近的治理沁河文化在乡村振兴中
十分有意义，建议多挖掘和宣传，发展文旅业，可以在中封建设沁河
决口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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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玮萱

焦作市博物馆有件“明星藏
品”——清代五彩人物故事纹瓷
缸。

这件瓷缸色彩极为亮丽，灰
瓦绿树，红云青衫，缸沿处又着
以蓝色花纹。有了颜色，瓷缸上
的人物形象便更加栩栩如生。画
面上，主人骑在高头大马上，一
脸春风得意。前有文官、武士开
道，个个精神抖擞；后有侍女手
持乐器，姿态各异。

不论远观还是细瞧，这件清
代五彩人物故事纹瓷缸都令人惊
艳。

据焦作市博物馆资料显示，
清代五彩人物故事纹瓷缸高 48.5
厘米、口径53.5厘米、底径32厘
米、腹径 175 厘米，平沿、圆
唇、鼓腹、圈足，口沿饰折枝花
卉纹，外口沿绘四组菱形开光，
内绘杂宝图，腹部主体纹饰绘春
游出行图。

器型虽硕大，但精巧别致。
这是清代五彩人物故事纹瓷缸留
给参观者的印象。

那么，何谓“五彩瓷”呢？
据《陶雅》说：“康熙硬彩，

雍正软彩。”又据《饮流斋说瓷》
中解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付
其上，微微凸起。软彩者又名粉
彩，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

据焦作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
绍，这件清代五彩人物故事纹瓷
缸属硬彩，色彩浓烈。但其产生
的具体时间不详，因为清康熙年
间“五彩瓷”大行其道，处于鼎

盛时期。但若拥有一件真正的康
熙时期的五彩瓷仍旧相当珍贵。

“五彩瓷”的制作成熟于明，
盛行于清。清时，匠人发明了釉
上蓝彩，以取代明代所用的釉下
青花，并将黑彩也用于釉上装
饰，成为一种完全用釉上彩绘制
的彩瓷。这是我国陶瓷文化中一
项伟大的发明。

“五彩瓷”经过数朝发展，到
了明嘉靖、明万历时已相当成
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
了新局面。据史料记载，“五彩
瓷”在明嘉靖时釉色多用红、
绿、黄、紫、孔雀蓝五色，其中
以红、绿、黄为主色。明嘉靖

“五彩瓷”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
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
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
题的图案，还有以人物故事为题
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是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其造型端
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
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
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
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
正釉上五彩作品。

清康熙年间，“五彩瓷”发展
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在这个阶
段，“五彩瓷”画工卓然，生动传
神，改变了明嘉靖、明万历时只
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犷画
风。其施彩较明代均匀，勾勒轮
廓所用线条以焦墨为料，笔锋劲
挺有力，后用油墨彩料，笔触圆
润柔和。康熙官窑出品的“五彩
瓷”人物以 《耕织图》 为最佳，
其画风规矩准绳，必恭敬止。康
熙民窑出品的“五彩瓷”由于不
像官窑那样受束缚，其纹饰题材
丰富，除了花卉、梅鹊、古装仕
女以外，还有戏曲人物等。

康熙“五彩瓷”的造型很
多，如尊、觚、鱼缸等。有些造
型新颖，许多器物开陶瓷造型之
先河，如观音尊、棒槌瓶、玉兰
花觚、葫芦瓶等，有很强的装饰
性和艺术性。

清五彩人物故事纹瓷缸：

记录古瓷鼎盛的瞬间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最近，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苏家作村 66
岁的毋本举忍不住拿出传承了296
年的“家族地契”再研究一番。他
认为，这些“家族地契”是本家族
的“根文化”，是研究古代田宅租
赁转让制度的一个窗口。

当毋本举将“家族地契”一事
告知记者时，记者震惊了。原来，
这是横跨了近300年，不知历尽了
多少艰辛，才传承下来的一套 30
余份“家族地契”。在这套“家族
地契”中，立契时间最早的是清雍
正四年（公元1726年），立契时间
最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5
月，时间跨度222年，其间经历了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苏家作村小庄
街毋氏家族的第十二代至第十八代
（毋本举的祖父辈）。

这套“家族地契”是如何被发
现的，又记载了什么特别的故事？
毋本举为记者讲述了这套“家族地
契”的来龙去脉。

少时，毋本举在老宅山墙的高
处发现了一个包，他问奶奶“这里
装的是什么”，奶奶告诉他：“这东
西谁也不能动，是他们家近300年
来买卖土地、房产的证据。”毋本
举 将 奶 奶 的 话 铭 记 心 间 。 2018
年，他听说村里要拆除老房子，于
是在清明节祭奠先人后到老宅里收
拾自己上小学、初中时的课本以及
奖状，想留个纪念。此时，他顺便
扫了一眼，竟发现一个大竹筛子里
有个长木盒。打开木盒，发现里面
是一大卷发黄的宣纸，仔细一看，
这些宣纸便是奶奶向他说起的“证
据”，这让毋本举如获至宝，喜出
望外。

毋本举本是一个爱书之人。18
年来，在博爱生活的他专收“博爱

之书”，收集 1500 余种 （册）。为
此，焦作市图书馆还专门为他举办
了一次“博爱之书”藏书展。《老
人春秋》《焦作日报》《焦作晚
报》，焦作电视台、博爱电视台等
媒体曾相继报道过他的事迹。

“家族地契”让毋本举爱不释
手。2021年3月，河南大学博士生
导师、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牛建强教授一行到毋本举家中
查阅了“家族地契”。牛建强教授
说：“这些资料十分珍贵，有很高
的学术研究价值。”这又给了毋本
举妥善保管并深入研究“家族地
契”的信心。

在雍正四年的那份地契中，他
看出了一些端倪。此地契将“雍
正”二字顶格，是对皇上的尊敬，
上边加盖有官印，表明此地契受当
时法律保护。在查阅房地契与誉契

簿时，常有“买价共清‘不’多少
文”一句，其中貌似“不”这个字，经
毋本举多方查证，认为其应当代表

“钱”字。精通中医书法的朋友董体
刚告诉他，以前中医开药方，中草药
的计量单位是“钱”，“钱”字的符号
类似于这个“不”字。

毋本举告诉记者：“有人劝我
把这些地契卖了，我坚决不同意。
这些地契放到市场上卖不了几个
钱，但若要弄懂它，研究它背后深
层次的意义，可是一笔财富。这几
年，我越研究对它们越感兴趣。它
们传到我这里已经二十代了，这是
家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我希望它们
能够从我手上继续传承下去，给后
人留个念想。”

记者了解到，毋本举打算以
“苏寨举士”的名字，将这套“家
族地契”文化整理出来。

传承三百年的三十余份“家族地契”

“茶马古道”重要节点——沁阳碗子城。

“茶马古道”上的沁阳市常平乡窑头村老寨门。
（本栏照片均为沁阳市博物馆提供）

清五彩人物故事纹瓷缸。
（焦作市博物馆供图）

⬆毋本举正
在研究“家族地
契”。

毋本举（右一）正在和朋友们一起研究“家族地契”。

➡“家族地
契”中类似“不”
的字，实为“钱”
的意思。

➡立于清雍
正四年的“家族
地契”。

（本栏照片均为毋本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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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0日，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因病抢救无
效在上海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满怀敬意和深情，深
切悼念，极其悲痛。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
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
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
者。江泽民同志的逝世，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是不可估
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
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我们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
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
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
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开了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
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以江泽民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
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
纪。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
下，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
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
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破浪前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十三年，我们党和

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
的。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深刻洞察和
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
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
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
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
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我们缅怀江泽民同志的杰出理论贡献。江泽民同志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准确把握时
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
验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
律，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反映了
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
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
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
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我们对
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
的规律的认识。

我们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江泽民同
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
其他各方面创新。江泽民同志信念坚定、处事果断，总是把
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不渝坚持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在关键时刻具有作出果敢决策的非凡胆略和进行理
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进，总是
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
践出发总结经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推进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高
度关注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
和推动工作。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
和激励我们前进。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人接续奋斗，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
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
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
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一定
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
新，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
芒。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团结一心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而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一定要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
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一定要
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精
神和革命风范，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
奋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
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前进道路上，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日，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
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
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
立者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
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志，表达

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高 洁 任 超 王婧嫱 郝

昭 摄
（新华社发）

送 别 江 泽 民 同 志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连日来，海
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纷纷对
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克罗地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陈映烈说，得知江泽民主席逝
世的消息，心情非常沉痛。江泽民
主席是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他坚持
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二十一世纪。他领导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实现香港、澳门的顺利
回归，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和国际影响力。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
新铸表示，江泽民主席是一位卓越
的领导人。在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期
间，江泽民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毫不
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
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江泽民主席的逝世是中国的
巨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暨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主席韩军
说，江泽民主席在任期间曾对肯尼
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在中国驻肯尼
亚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
中国驻肯机构的代表，作了重要讲
话，坚定了我们扎根非洲的决心。
他永远活在海外华侨华人心中。

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
李木子对江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他说，江泽民主席强调中国
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
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充分体现
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与时俱进的
远见卓识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坚定信心。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
张旭东说，全体在斯华侨华人对江
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江泽
民主席为推进中斯双边关系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是斯里兰卡人民的
好朋友。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
长莫芮德说，江泽民主席一生为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辛勤付出，我
们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他的卓越
领导力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表示，
江泽民主席对马中关系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他于 1994 年对马来西亚进
行国事访问，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
同马来西亚领导人会晤交流，推动
两国经济贸易及其他领域合作，加
强双边关系。江泽民主席始终强调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定不移地
推进各方面改革。他的逝世，是中
国人民的损失。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乔凤祥说，对于江泽民主席逝世，
海外侨胞感到非常悲痛。他说，江泽民主席是享有崇高威
望的卓越领导人，深得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爱戴、敬仰
和尊重。

连日来，国际友好人士也纷纷对江泽民主席逝世表示
深切哀悼，称赞江泽民主席成功带领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
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中国与多国双边关系稳
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越共中央委员、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表示，越南党、
国家和人民将始终珍视并铭记江泽民同志为发展两党两国
关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江泽民主席以他的重要思
想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我对他的功绩表示敬意，对他的
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1998年，江泽民
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
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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