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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
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章要求，既弘扬“支
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又体现基层创造的新做
法新经验，对党支部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代
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

于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
治功能，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把抓好
党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管党
治党的基本任务、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
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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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讲解员人数第一
在人头攒动的国博展览大厅，一

群穿着红色大衣、西服的年轻女孩格
外亮眼，她们就是此次展览的讲解
员。据介绍，此次展览共有90位讲
解员，国家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各
10人，其余从全国十个省市选拔了
70人。

在这70人中，有9名讲解员来自
四川，同山东籍讲解员数量一样多，
并列此展“第一”。

据介绍，这9名川妹子，分别在
今年八、九月接到初选通知，到成都
参加选拔面试，在自我介绍、讲解演
示和材料朗读三轮面试后，最终脱颖
而出。随后，9名川籍讲解员分两批
于10月8日和12日抵达北京，进行
集中培训。集中的封闭训练，共进行
了36天，包括发声练习、形体训练、
文化课等。讲解词确定后，又进行模
拟讲解、推演讲解、重要讲解等。

川籍讲解员景科凤说，训练期间
讲解员们每天要一遍一遍地熟悉展
览、讲解内容，只为给观众呈现最好
的状态。“上班、吃饭、下班都要列队，
培训都是实地演练，要在自己负责的
展厅里讲解，培训期间展厅仍在施
工，所以讲解员们必须戴着安全帽和
口罩进行演练。”

据新华社报道，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13日前往国
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这是28岁的喻婷第一次见总书记，
也是第一次离开工作10年的川陕革命
根据地博物馆进京讲解，用这名四川巴
中姑娘的话说，“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
山。”

她回忆说，给总书记讲解过程中，她
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紧张，“要好好讲清

楚。”喻婷为总书记讲解的历史巨变主题
展区的4个单元内容，有很多呈现百姓
生活40年变化的细节。

“我们的要求是观众第一，只要观
众有问题，都要回答。每个讲解员每
天步数都是万步起。”喻婷说，很多改
革开放故事，是通过展览才知道的，

“比如浙江‘鸡毛换糖’等故事都发生
在我出生前。”

通过这次展览，喻婷说她真正体会
到了祖国的发展成就，“我会将这次宝贵
经历当作新的起点，重新再出发。”

1993年出生的蒋丽丹，在四川省内
江市范长江纪念馆从事讲解工作已经四
年了。

蒋丽丹主要负责第三展区“关键抉
择”单元的讲解工作。“我负责的讲解内
容大约三千多字，花了四天时间把它背
下来。”蒋丽丹表示，自己同大多数年轻
人一样，对内容中的专业术语比较陌生，
其中一些词汇、句子刚开始都不知道如
何断句。

“虽然我负责的展区内容不是最
多的，但却是最难的，因为该展区不能
随意发挥，更是一个字都不能错。”她
说。在众多参观者中，有一位老人给
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次在讲解过
程中，我看到一位老人一边看展览一
边记录着，在和老人交谈后，得知老人
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党员。他告诉我
自己年纪大了记不住，只能拿本子记
下来。”

给总书记当讲解员
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紧张

1 喻婷 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2
讲解词一个字都不能错

蒋丽丹 来自内江市范长江纪念馆

国博讲解
改革开放40年

名川妹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宁宁柳青 摄影报道

“伟大的变革”展览共有90名讲解员。

在9名川籍讲解员中，来自
四川南江县博物馆的讲解员陈
芙蓉，今年刚满20岁，是90名讲
解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在封闭集训期间，陈芙蓉为
了赶上团体节奏，吃饭的时候都
在默背，走路的时候小声背，连
说梦话也在背。

“为了加强印象，便组织小伙
伴一起到展厅去背。那时候展厅
还在施工，强烈的装修味道刺激得
嗓子痛，后来就戴着防毒面罩去背，
但背一会儿就得出去透透气。”。

在陈芙蓉主要负责讲解的
第四展区“历史巨变”中，有许多

“四川元素”。在“大美中国”展
区中，一张硕大的家乡风景照展
示在了重要位置。

在陈芙蓉看来，自己的家乡
南江县是国家重点贫困县，近年
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以发展生
态旅游为主，紧跟国家改革开放
的步伐，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有一次，我为一组自发前
来的参观者讲解，他们大多都是
老人，当我讲到‘四十年来，我国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
时，突然间，参观者们不约而同
地响起了掌声。”陈芙蓉说，“那
一刻让我感触良多，这群来自祖
国不同地方的人们不约而同响
起掌声，是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生活巨大变化后发出
的感慨，是对国家由衷的感谢，
是对祖国历史性成就的骄傲。”

在此次展览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发现不少“四川印记”，从国企改
革、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汶川地
震”、生态保护到百姓日常生活、就业以
及台湾四川籍老兵团返乡等，一个个生
动的历史细节，展示着四川在改革开放
大潮中，一直勇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勾勒
出40年来四川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

此外，还有9名川妹子讲解员以标
准、专业的风貌直接展现出了耳目一新
的四川元素。

据介绍，本次展出共有90位讲解
员，其中国家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各10
人，从全国十个省市选拔了70人。这些
讲解员由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六
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说队队
长林燕燕、国家博物馆培训部主任赵菁
分别带队，历时3个月，从包括国博、军
博馆在内的69家博物馆、纪念馆的讲解
员中，经过层层筛选选拔而来。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有时连水也顾不上喝
截至21日，“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累计
参观人数突破29万人次，累计讲解
2511批次。

庞大的参观人数意味着繁重的
工作量。

据介绍，开展以来，每名讲解员
平均一天要讲7至8场，多则10场，
平均每人每天在岗10个小时，经常
两三场讲解接连进行。

景科凤表示，目前每天有四万
多名参观者，讲解对象囊括学生、
企事业单位、部队以及各地前来参
观的游客等。“我们每天六点过起
床开始准备，洗漱、化妆加上吃
饭。因为是八点半开馆，我们要提
前到场做好准备工作，投入充实的
讲解工作当中。到了吃饭时候，我
们只能分批次去用餐，休息也由组
长进行协调。”

“北京干燥，有时候半天都喝不
上水，讲解时嘴唇会时不时地黏在一
起，讲解过程中特别难受。”川籍讲解
员蒋丽丹说，每天的讲解工作至少需
要走上一万步。

一次完整的参观需要一个多小
时，一场讲解大约持续20分钟，但听
到参观者说“不虚此行、受益良多”
时，讲解员们说，她们感到了作为一
名普通中国人的自豪感。

“很多观众朋友参观完都说感受
到了国家的强大，我能够参加这次讲
解工作感到非常荣幸。这次难得的
体验也将极大提升我以后的讲解工
作。”

在为期 36 天
封闭培训中，讲
解员们每天都一
遍一遍地熟悉展
览、讲解内容，只
为给观众呈现最
好的状态。

范长江纪念馆
讲解员蒋丽丹在
讲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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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
一个圈。”

在“春天的故事”展区，刘秀
中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春天的故
事》，“在国家博物馆，我每天向
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参观者
讲述‘春天的故事’，讲述我国改
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历史巨变，”刘秀中自豪地说。

在9名“川妹子”中，来自四川
广安邓小平故里管理局的讲解员
刘秀中有着8年丰富的讲解经验。

在本次展览中，刘秀中主要
负责整个展览开篇一二展区“壮

美篇章”的讲解。
刘秀中说，序厅和一展厅单

元主要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大事要
事喜事、场景美景图景，这部分
重要的整体概述与自己平时在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的讲解有些
许重合之处。

“我之前的日常工作也是讲
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侧重讲解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
故事，”刘秀中说，“所以，我比普
通人更能深刻地体会邓小平同
志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

陈芙蓉 来自南江县博物馆

3
做梦时都在背讲解词

刘秀中 来自广安邓小平故里管理局

4
在国博讲述“春天的故事”

来自四川的9名讲解员从左到右依次是：蔡虹、蒋丽丹、陈芙蓉、刘秀中、
夏芸、喻婷、钟璐璐、毛廷敏慧、景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