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
各级党校的决定》 中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
风”。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
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
章。 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
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 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
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由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
论在全国展开。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
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
准。 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遇到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
念、陈云、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纷纷表
态支持这一讨论。从7月底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
的一些部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 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
转折的思想先导。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新中国成就档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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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80 1 3 1
排列 5 14280 1 3 1 7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121 13 16 18 22 32 08+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下期奖池：903584105.95（元）

9296431 27889293

111557165577858

据新华社罗马10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14日下午在罗马总统府会
见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纳波利
塔诺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
意大利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务实合作和文化
交流，不断深化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
中欧关系和亚欧合作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罗马10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14日下午在罗马同意大利总
理伦齐举行会谈。 双方就全面推进中意关系
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李克强表示，双方要落实好《中意关于加
强经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 发挥互补优
势，推进务实合作。 加强高端制造业、创意设
计、 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 扩大双边经贸规
模，中方愿进一步扩大进口意方优势产品，希
望意方扩大对华相关技术转让； 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能源、金融领域合作，积极推进产业
对接，提升双向投资水平，中国政府愿继续鼓
励本国企业扩大对意投资， 希望意方给予中
方企业和人员更加全面完善的法律政策保障
和工作居留便利。

据新华社罗马10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14日晚在罗马巴尔贝里尼宫
与意大利总理伦齐共同会见中意企业家委员
会委员及企业家代表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 此次两国企业间签署的合
作协议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从结构上看更
多是双向投资和技术、 金融等领域合作， 这
表明中意合作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买卖关系，
体现了双方合作的高质量和高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表
演、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这些曾经的“香饽饽”专业如今
将被打入“冷宫”。 教育部门最新公
布的近两年来就业率较低的全国15
个本科专业当中， 这些都“榜上有
名”。市场营销和公共事业管理两个
专业也入围全国多个省份就业难名
单。

全国15个就业“困难户”专业具
体包括：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
学、 旅游管理、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市场营销、动画、知识产权、广播
电视编导、表演、艺术设计学、播音
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电子商务、
贸易经济、公共事业管理。

与全国的名单略有不同， 各地
的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
新闻学和法学专业均“上榜”，这两
个专业均出现在关注度高的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的名单上。 其中，法学专
业还出现在河北、内蒙古、浙江、安徽、
福建、河南、湖北、新疆等多个省份的
名单中。

在分省的就业率较低本科专业当
中， 市场营销和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
业也入围多个省份名单。 例如，市场营
销专业在山西、吉林、上海、浙江、湖
南、广西等省份就业率较低，公共事业
管理则在北京、上海、安徽、山东、广

东、云南等省市就业率偏低。
专家指出，在严格执行《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 的前提
下，相关部门和环节各司其职，科学理
性设置专业并不难。 教育部公布的这
份榜单， 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应该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此前， 一份由中国教育在线发布
的2014年高校招生调查报告曾指出，
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设置体系、 动态
质量监测机制和必要的选拔淘汰机

制，造成专业设置雷同，同质化现象过
于严重。

教育部高教司提醒， 各高校在申
报专业时要参考全国、分省（区市）的
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 充分考
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避
免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各教育主管部
门要对就业率较低的专业进行布点控
制，综合应用规划、政策指导和资源配
置等措施，促进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加
强专业内涵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
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
地位和作用， 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
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
剧协主席、 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尚长荣，
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中国美协副主
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舞协主
席、 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中
国作协副主席、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
中国影协主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
健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
重要讲话，他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
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 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
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
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
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
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习近平向全国文
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
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
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艺工
作者应该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
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 要静下心来、精

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
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
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
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
艺创作方面， 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
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
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
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低
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
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精品之所以“精”，
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
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 要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
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
氛围，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
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
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

习近平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
艺创新， 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
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
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
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时代的进步要求，彰
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文艺工作者要自
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
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
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
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
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
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
民喜爱和欢迎。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
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文艺要反映好人
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
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
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习近平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
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
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
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
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
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
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
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
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
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
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
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
发现和美的创造。

习近平指出， 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
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
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
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
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
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应该用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
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
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
在前方。

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

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优秀
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
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的精神。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
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
该像蓝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
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
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
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
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做到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
旋律， 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
人的骨气和底气。

习近平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
恒价值。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
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
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
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
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
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
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
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习近平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要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
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 必须
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
文艺。 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
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
好发展繁荣起来。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李克强分别会见
意大利总统和总理 高校15个就业“困难户”专业出炉

表演、市场营销等“上榜”

新华社评论员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从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高度， 深刻指
出文艺工作肩负的时代责任， 深情寄语文艺工作者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明确了任务、 指明了方向。
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以更多优秀作品弘扬中
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
未来， 广大文艺工作者使命光荣， 大有可为。

当今中国， 正处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
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 正处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
献的伟大时代。 忠实记录、深刻反映、艺术再现这个恢宏时
代的巨大变迁，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既是文艺工作
的中心任务，也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根本条件。文艺工作者深
入实际、深入生活，坚持“双百”“二为”政治方向，把握时代
进步脉搏，体悟群众冷暖诉求，就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实现文艺工作艺术价值和时代价值的统一。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总书记的谆谆告诫发
人深省， 引人深思。 只有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统一， 着力在思想上提炼、 艺术上锤炼、 制作上
精炼， 打造能够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 陶冶人生的精品力
作， 才能获得艺术认可、 市场欢迎。

文艺是人的学问， 人的艺术。 繁荣文艺事业、 创造优
秀作品， 关键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
用他们富有个性特征、 具有精湛水准的艺术创作为人民服
务， 给时代树碑。 文艺工作不是普通工作 ， 而是铸造灵
魂、 培育精神的思想工程。 唯有志存高远的定力， 学养深
厚的底蕴， 执着攀登的毅力， 为民立言的正气， 自觉与人
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脚踩坚实大地， 放飞理想翅
膀， 才能把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的深刻变迁融于创作之
中， 拿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

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
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拥有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滋
养，置身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今天的文艺事业面临大发展、
大繁荣的丰厚基础和迫切需要。 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引， 牢记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 必
将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在中
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铸就艺术永恒。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服务人民 书写时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独木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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