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在五四青年
节这个属于青春的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
大学考察。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
青年致以节日问候， 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
者和青年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他强调，核
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
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广大青
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
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
到全社会去， 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 北京大学是
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
地。 习近平一直关心着北京大学改革发展
和师生学习工作生活情况， 近年来多次来
这里考察调研。

上午9时，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朱善璐、校长王恩哥陪同下，首先来到北京
大学人文学苑，观看人文社科成果展。

展室北侧是一座幽静的小院，87岁的
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从研究室走出来欢
迎总书记， 习近平快步迎上去， 走入研究
室，同他促膝交谈。 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
国学丛书《儒藏》的情况，习近平问他有什
么困难和需要， 赞扬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
神。 走出研究室，习近平同在庭院内的师生
亲切交流。 他表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
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
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

习近平沿着校园小路步入静园草坪，
这里正在举行“青春中国梦， 赤忱五四
情———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青春
诗会”。 看到总书记来了， 师生们报以热烈
的掌声， 习近平走到他们中间。 身着五四时
期学生装的师生们在悠扬的小提琴曲伴奏
下， 朗诵着自己创作的诗歌《聆听青年》 和
毛泽东同志词作《沁园春·长沙》。 习近平同
大家一起欣赏了师生们充满激情的朗诵。 习
近平同师生们握手交谈， 称赞他们的朗诵透
着自信， 表达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豪
感， 希望他们紧跟时代， 既创作出优美的文
字诗篇， 又创作出壮丽的人生诗篇。

10时40分， 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英杰
交流中心， 参加师生座谈会。 学校领导和师
生代表先后发言， 习近平边听边记， 不时就
有关问题提出询问， 同师生们一起讨论。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 他指出， 当代大学生是可爱、
可信、 可贵、 可为的。 时间之河川流不
息，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
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
创造历史。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
雨表，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 时代的光荣
属于青年。 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
念， 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同全国各
族人民一道， 担负起历史重任， 让五四精
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强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的精神，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
念。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
须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

合， 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
行的奋斗相结合， 同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习近平强调，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
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
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这就像穿衣服扣
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
的扣子都会扣错。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 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
功， 要坚持由易到难、 由近及远， 努力把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
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广大青年
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在勤
学、 修德、 明辨、 笃实上下功夫， 下得苦

功夫、 求得真学问， 加强道德修养、 注重
道德实践， 善于明辨是非、 善于决断选
择， 扎扎实实干事、 踏踏实实做人， 立志
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 于实处用力， 从知
行合一上下功夫。

习近平强调指出， 党中央作出了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 我们要朝着这
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 不断深化教育体制
改革。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有
中国特色。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高
校工作， 始终关心和爱护学生成长。 要全
面深化改革， 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不断激发广大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 要强
化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帮助学生
们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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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就
阿富汗发生严重山体滑坡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向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致慰问电。

习近平说， 惊悉贵国巴达赫尚省发生严重山体
滑坡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代表中
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 我相信，贵
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中
方愿根据阿方需要，为救灾提供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向阿总统致慰问电
就阿富汗山体滑坡事件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工作的通知》，要求
从严从实找准突出问题，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确保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通知》要求，要认真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反对“四风”，以理论
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声、先辈先进为镜，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对照“三严三实”要求，采取群众提、自
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深入查摆“四
风”突出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特别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问题。 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企事业单
位和乡镇、街道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聚焦“四风”，
开展“六查”，查修身严不严、查用权严不严、查律己
严不严，查谋事实不实、查创业实不实、查做人实不
实。村、社区等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重点围绕党员意
识强不强、服务群众好不好、为民办事公不公、自我
要求严不严查找问题。 领导班子要对征求到的群众
意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会诊”，党员领导干部要主
动深查细照、认领问题。

《通知》指出，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企事业
单位和乡镇、街道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撰写对照检
查材料，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从严从实找准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马尼拉5月4日电 菲律宾军方4日说，
菲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3日在菲南部孔波斯特拉
河谷省劫持了39名人质。 当地政府目前正在与反政
府武装分子就释放人质进行谈判。

菲军第十步兵师发言人埃内斯特·卡罗利纳说，
当地时间3日上午10时左右，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新
人民军” 人员突然闯入位于孔波斯特拉河谷省境内
的一个村庄，劫持了39名村民作为人质。

菲反政府武装
劫持39名人质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4日电 （记者 王建）4日，由
日本全国保险医团联合会和全日本民主医疗机关联
合会组成的26人代表团，来华参观了侵华日军第731
部队遗址，并与中国731问题专家举行座谈。

日本医学代表团先是参观了侵华日军第731部
队罪证陈列馆，并向“731”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录长廊
敬献鲜花。据悉，此次代表团成员大多都是日本医生
和大学教师， 同时是日本15年战争医学与医疗研究
会成员。

日医学代表团来华
参观731遗址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期
间， 专门来到乌鲁木齐市洋行清
真寺调研， 并同新疆宗教代表人
士进行了座谈。 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使新疆宗教界人士进一步坚
定了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决心和
信念，新疆宗教界人士纷纷表示，
要为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和
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
不都热克甫大毛拉说，新疆广大穆
斯林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需求得
到了充分的尊重和满足，目前新疆
伊斯兰教经学院扩建计划已经得
到批准，下个月就能开工。 新疆伊
斯兰教经学院是一所培养爱国宗

教人士的学府，我会利用讲台继续
给学生宣传好中央的宗教工作政
策，教育学生认识到我们与“三股
势力”的斗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
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保家卫国的
政治斗争。 为捍卫国家统一、维护
民族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

叶城县叶城镇第三社区大清
真寺哈提甫阿布来提·阿都瓦依
提说， 一些暴力恐怖分子打着宗
教旗号，鼓吹“圣战”，严重破坏了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给人民的
人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倡
导和平、 追求和平是伊斯兰教的
基本宗旨。 我们爱国宗教人士要
向广大教民正确阐释宗教教义，
教育引导他们为民族团结、 社会
稳定、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人民日报评论员

问民生，话团结，谈稳定，论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 从战略和全
局高度谋划新疆未来，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高屋
建瓴，是对我们党治疆理念的又一次丰富升华，引
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新形势下做好新
疆工作，就要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把新疆建设
好、发展好、稳定好。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国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统筹推进各方面工
作，为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明
了新疆稳定的巨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道
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 也指
出了做好新疆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抓手。

稳定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前提。 回顾新疆60多年的发展历程，什么时候社会稳
定，经济就健康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就安定祥和；什
么时候社会稳定受到破坏，经济就停滞倒退，各族人民
的安全、幸福就会失去保障。 实践充分证明，稳定是最
大的民生，稳定是新疆发展繁荣的生命线。

必须看到， 目前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维
护新疆大局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自古边疆稳，则内
地安；边疆乱，则国难安。求稳定、盼太平、谋发展，这
是新疆2200万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国
13亿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在。 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勇于担当、敢于亮剑，我
们就能挫败一切分裂破坏的图谋，浇筑边疆安全的
铜墙铁壁，筑牢幸福大厦的坚实地基，把新疆来之
不易的改革发展成果维护好，把新疆各族群众的切
身利益保护好，实现新疆的大跨越、大发展、大繁荣。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载5月5日《人民日报》）

新疆宗教界人士表示：

旗帜鲜明
反对宗教极端思想

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新疆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5月4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校园观看北大师生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青春诗会时同朗诵者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李克强抵达埃塞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4日电 （记者 明金
维 陈二厚） 应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非
洲联盟轮值主席、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
齐兹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祖马邀请，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乘专机抵达亚的斯亚贝
巴宝利国际机场， 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进
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机抵达。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和夫人到机场迎
接李克强总理和夫人， 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军乐队高奏中埃两国国歌。 李克强检阅了仪仗队。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解晓岩也到机场迎接。

对埃塞和非盟总部进行访问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