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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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精神的力
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民族
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
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精神文
化进一步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

精神在逐梦征程中交融激荡
梦想在精神激励下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
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百年回首，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改革创新精神激荡神州。共和国的
土地上，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下“中国精神”
四个熠熠生辉的大字。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
峰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

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民族灵魂； 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是中华民族紧跟
世界与时俱进的时代灵魂。

“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这是今
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劳动模范代
表座谈时对劳动者共筑中国梦的殷殷期许。

逐梦的征程中， 中华民族不断从中国精
神中汲取力量， 又不断赋予中国精神新的内
涵。我们看到灾难来临瞬间的“人间大爱”，看
到文明之风镌刻在城市精神里， 看到现代志
愿精神不断拓展新内涵……

逐梦的征程中， 我们不断培育和弘扬中
国精神。在中国精神的支撑下，中国梦越来越
可期可及。

道德楷模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积极向上的道德风尚引领时代前行

今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强调
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 要深
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
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近年来，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到“最美女教
师”张丽莉，再到“最美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生命
亮度、道德光芒一次次在神州大地闪烁绽放。

文明道德的旗帜高高飘扬， 来自父母的
言传身教，来自教师的传道授业，更来自党中
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不断传递弘扬的道德力量， 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伟大时代呼唤文化建设更大发展
文化发展促进中国精神凝聚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
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回眸历史， 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 其体现的

中国精神将一代代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展望
未来，实现中国梦，仍然需要文化的引领凝聚。

中国人民大学谷长岭教授指出，实现“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文化既是重要内容，
又是重要支撑， 它将为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提
供理论支撑、思想先导和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场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浪潮涌动神州。各地各部门携手同心、多
措并举，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中央电视台纪实栏目《远方的家》在表现中
华大地风土民情时，聚焦人们的梦想和希冀。

同时，各地举措频频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文化改革发展的稳妥推进， 将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国精

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赋予了新使命新要求，这
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
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更加朝气蓬勃
地迈向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为精神文化进一步发展赋予新使命新要求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隋笑飞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22日电 记者22日从河
北省保定市南市区政府获悉， 保定市南市区发生
一起家禽H5N2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当地政府
已对发生疫情的养鸡场周围3公里实施封锁。

12月17日，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焦庄乡朱庄
村虎凤养鸡场的鸡只出现疑似禽流感症状， 死亡
4000只。12月18日， 经保定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诊断， 为临床怀疑高致病性禽流感。12月19
日， 河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疑似禽
流感疫情。12月21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
诊，该起疫情为H5N2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保定市南市区政府通报称，疫情发生后，南
市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 南市区政府已发布了封锁令，自
2013年12月19日零时起，对焦庄乡朱庄村虎凤
养鸡场周围3公里实施封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为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
泽东年谱（1949-1976）》，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
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
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
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
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 从这部年谱的记
述中， 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27年间是怎样工
作和生活的。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同
志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1993 年 12 月 出 版 的 《毛 泽 东 年 谱
（1893-1949）》（共3卷），经过修订后再次出版，同
时在全国发行。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出版

保定发生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
鸡场周围3公里被封锁

杭长高铁浙江段从10月23日全面启动铺
轨施工， 截至目前， 杭长高铁浙江段自东向
西铺轨施工已完成钢轨铺设136公里， 接近
该高铁浙江段295.2公里的一半。

据介绍， 该高铁预计2014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杭州至长沙车程将缩短至3小时。

图为工人们在杭长高铁浙江金华段进行
铺轨施工 （12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杭长高铁浙江段
全面铺轨施工
通车后杭州至长沙车程
将缩短至3小时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针对近日发生的
山东潍坊圆通加盟公司在卸载和投递由武汉发往
潍坊的快件时， 因发生化学品泄漏致人员伤亡事
件， 国家邮政局12月22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收寄验视专项检查。

此次活动采取日常检查、突击检查、联合检查、
明察暗访、调取监控录像记录等多种方式进行三个
重点检查。一是重点检查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是否
在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当面验视交寄物品，核实是
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寄递的物品等；二是重点检
查依照国家规定需要用户提供有关书面凭证的，邮
政企业、 快递企业是否要求用户提供凭证原件，并
进行严格核对等； 三是重点检查用户拒绝验视、拒
不如实填写寄递详情单或者不按照规定出示有效
身份证件的，相关企业是否不予收寄等。

对检查中发现邮政企业、 快递企业不执行收件
验视制度，或违规收寄禁限寄物品的，经查证属实，
一律依据《邮政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作出严厉处罚。

国家邮政局：
开展收寄验视制度专项检查

据新华社深圳12月22日电 深圳市卫生计
生委21日通报称， 深圳市发生一起疑似预防接
种死亡病例， 婴儿死亡前也曾接种过深圳康泰
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疫苗， 目前
全市接种点已暂停接种该疫苗。目前，尚不能确
定该死亡病例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 需要等医学鉴
定结果才能明确诊断。

深圳一新生儿
接种疫苗后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