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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在

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6

月 28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

龙率市四套班子党员领导干部赴

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重温入党

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

命，汲取奋斗前进力量。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家东、市政协主席魏

克良、代市长黄文辉参加。

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一侧，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巍

巍矗立。市四套班子党员领导走

进“两上高山情缘”“厦门探索足

迹”“鹭岛红色印记”“践行特区使

命”等主题展厅，仔细端详一个个

老物件，驻足凝视一张张老照片，

认真观看一段段旧影像，重温习

近平总书记两上高山访贫问苦的

“高山情缘”，感悟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厦门工作期间创造的

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

成果，并回顾了党领导下厦门干

部群众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与辉

煌成就。

展馆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党

旗。面对党旗，市领导整齐列队，

在赵龙领誓下，举起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

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铿锵

有力的誓言表达永远听党话、永

远跟党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的坚定决心。

庄严宣誓后，大家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恩

奋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更高水平建

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贡献厦门

力量。

随后，赵龙看望慰问了军营

村原党支部书记高泉阳家属，与

他们亲切交谈。他说，高泉阳同志

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好

干部，他无私奉献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党不会忘记他，军营村和全

市人民想念他。希望你们继承他

的遗志，积极生活、努力工作、奉

献社会。赵龙叮嘱有关部门要关

心照顾高泉阳同志家属的生产生

活，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廖俊波同志母

亲季平英同志的重要回信精神，

组织开展“弘扬廖俊波精神，践行

为民初心”活动，大力培养能力

强、作风优、有情怀的好干部，加

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让红色江

山代代传下去，让优良作风代代

传下去，让老百姓都过上更好的

日子。 （蔡镇金）

弘扬革命精神
415 件革命题材藏品

在厦展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福建省非国有博

物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展”6 月

28 日在厦门开展，现场共展出 415 件革命题材藏

品，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此次展览由福建省文物局主办，厦门奥林匹

克博物馆承办，分为万众一心抗日寇、众志成城

保家国、细微之处践宗旨、团结拼搏强信心、精致

小巧寄深情、匠心独运展初心六部分，以福建省

非国有博物馆有关革命题材藏品为载体，带领观

众了解党史，了解在党的领导下福建省非国有博

物馆文物发展之路。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福建

英雄儿女的烈士证明等。

非国有博物馆作为中国博物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福建省现有非国有博物馆 42 家。此次展览

对发挥福建红色文物资源优势，开展馆际间交流

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展览开幕后还举办了非国有

博物馆发展座谈研讨会。 （郭睿）

厦门“鹭飞花舞，百年欢庆”
主题灯光秀登上央视
本报讯据台海网报道6月 28日，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鹭飞花舞，百年欢庆”主题

灯光秀在鹭江道片区上演，厦门用璀璨的光影点亮

鹭岛之夜。这场灯光秀也登上了央视《东方时空》栏

目，高颜值的厦门再次惊艳了全国观众。

这场灯光秀的主色调是代表忠诚、勇敢和兴

盛的“中国红”。灯光秀分为四大篇章，分别是百

年新起点(我爱你中国)、奋进新时代(唱支山歌给

党听)、牢记新使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启

航新征程(走向复兴)。

晚上 7时许，记者沿着鹭江道往厦大方向一路

前行，沿途的高楼上不断地变换着灯光图案，演武

大桥上也是一片“中国红”。随后，记者在演武大桥

观景平台、沿海步道和沙坡尾木栈道上看到，这些

地方聚集了许多前来欣赏灯光秀的市民游客。人群

中不断发出惊叹，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或定格美丽

的光影，或以绚丽的灯光秀为背景拍照留念。

据悉，主题灯光秀将持续至 7月 5日，每晚播

放 5场(20:00、20:30、21:00、21:30、22:00 各一场)。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

通讯员 潘荫庭）6月 26日，

由厦门市委统战部主办的

“同向 同心 同行———陈嘉

庚与中国共产党”主题展览

在陈嘉庚纪念馆开幕。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毅

恭，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

誉会长任镜波，市委统战

部班子成员，统战系统有

关单位领导，部机关各处

（室）负责人出席仪式。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

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

秀珍主持开幕式。

听闻“同向 同心 同

行———陈嘉庚与中国共产

党”展览开幕在即，远在新

加坡的陈嘉庚先生长孙陈

立人先生专门发来贺信，遥

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展览

分为“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最要

紧是国家前途”三部分，通

过 20 件(套)革命文物、357

张历史图片，生动讲述了中

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以及为国家民族

奋斗的光辉历程。亮相的文

物和历史图片有不少是第

一次展出，本次展览将展至

10 月 31 日。

张毅恭在讲话中指出，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矢志

奋斗、勇毅前行，绘就了一

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

史画卷，将陈嘉庚曾经憧憬

的“尧天舜日”的美好愿景

化为现实，使中华民族迈上

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

道。他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

党外人士能够借此次展览

开启学习党史的新篇章，真

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更

好地弘扬嘉庚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统一战线的优

良传统，凝聚起砥砺奋进的

磅礴力量。

随后，与会领导、嘉宾

参观了展览。张毅恭认真

倾听讲解，不时驻足询问，

并与随行专家学者进行交

流。他指出，要立足红色资

源，构建党史学习教育“高

地”，向前来观展的广大党

员干部、党外人士、各界群

众全面呈现出海内外中华

儿女与共产党同心同德、

共建伟业的光辉历程，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营造热烈氛围；要立足自

身革命文物和涉侨文物数

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特色，

把革命文物资源作为重要

党史“教材”，讲好嘉庚故

事、尤其是陈嘉庚等海外

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要综合运用网络、多

媒体、数字化等科技手段，

将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

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

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等方

面的历史事迹和言论更广

泛地传播开来，凝聚起海

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参观结束后，统战系统

各单位、部机关处室负责人

面对党旗，在张毅恭部长的

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再

忆入党初心。

本报讯 据台海网报道

6 月 29 日上午，福建省首

个“5G+AR”党史馆在厦门

市集美区举行开馆仪式。据

悉，党史馆于 4 月 28 日投

入建设，于 5 月 20 日建成

并试运营，截至目前，已吸

引近 200 余个团体单位、超

万名党员前来参观。

展馆内分为“红色记忆

学史崇德”“入党宣誓不忘

初心”“特色互动红心向党”

三大区域，设有 AR 探究

镜、AR 眼镜、VR 一体机、

AI 拍机等高科技设备，以

丰富的形式呈现中国共产

党历史、嘉庚精神、“薪火相

传”厦门红色记忆、集美红

色资源、集美城市建设等内

容。馆内还设有场景式入党

宣誓台、5G 融媒体党员直

播间等，可满足基层党组织

多元化的学习、活动需求，

全方位打造富有集美特色

的党史学习教育新课堂。

不仅如此，党史馆紧紧

围绕集美丰富的红色文化、

“一精神三文化”、跨岛发展

等特色资源，讲好“集美故

事”。通过收集大量史实资

料、开展实地走访，推出 5

条红色文化体验线路，打造

原创视频《寻访嘉庚故里、

重温红色党史》；对集美鳌

园、三立楼等辖区 18 处革

命旧址进行 VR展示，对陈

嘉庚、罗扬才、李林等历史

人物进行高清修复，以群众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喜闻乐

见的形式，不断增强党史学

习教育的影响力。

此外，集美区引领

“5G+ AR+IP”的运作模式，

联合咪咕动漫，推出“阿庚

伯说党史”系列衍生品，以

“一声一音一书一壶”的理

念，在产品中融入集美红色

文化相关元素及“阿庚伯

FAMILY”形象，开发“阿庚

伯 family 乐园”线上专区，

实时导入最新的党史学习

教育内容，让用户可以通过

一键扫码，云游红色集美，

畅听党史故事。 （刘彦玫）

市领导集体参观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重温入党誓词

科技赋能党史学习教育

“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快闪厦门篇

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市委统战部迎建党百年

交出亮眼成绩单

归侨手记

———党的光辉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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