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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李
忠发 崔文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3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共中
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 中央对外部部长
黄平君。

黄平君转交了阮富仲总书记致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并转达口信。 阮富仲在口
信中表示， 在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
之际， 我本着对越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
度重视派特使访华， 当面祝贺习近平总
书记同志再次当选并被全党拥戴为领导
核心， 我们高度评价中共十九大取得伟
大成就，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越方高度
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越中关系的高度重
视和亲自推动，我期待着与您一道努力，
促进越中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感谢阮富仲的口信。习近平
表示，越共中央和阮富仲总书记分别就
中共十九大召开和我再次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发来热情洋溢的贺函，又在大
会刚刚闭幕不久派特使专程来华致贺，
这体现了中越两党的友好情谊，也表明
越方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 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
革新事业也步入关键期。 在中共十九大
上，我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展
中越关系同样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
个初心， 就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
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友谊；这
个使命， 就是我们两党共同拥有的理想
信念和肩负的历史担当。 中越两党同为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应该从更高角度
和更深层次审视中越关系， 坚定不移推
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新
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一如既往奉行
对越友好方针， 同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
的越共中央领导集体一道， 加强对双边
关系的政治引领，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

治互信，落实重要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
题，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
李忠发 崔文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3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本扬特使、中
联部部长顺通。

顺通转交了本扬总书记致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并转达口信。本扬在口信
中表示，我代表老挝党对中共十九大取
得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老方
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老中关系的
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我愿与您一道努
力，把老中关系不断推进到新高度。

习近平感谢本扬的口信。 习近平表
示， 老挝党中央委员会和本扬总书记分
别就中共十九大召开和我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发来热情洋溢的贺函， 又在
大会刚刚闭幕不久派顺通同志专程来华

致贺，这体现了我们两党的友好关系，也
体现了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
对发展中老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这个重要判断不仅在中国国家
和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
会主义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
大意义。长期以来，包括中国、老挝在内的
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不懈探索符合自身
国情、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都取得了
显著成就。中老两党应该从更高角度和更
深层次看待和把握中老关系，为我们各自
国家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新努
力和新贡献。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
继续同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
领导集体一道，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
领，秉承“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
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推动中老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牢牢把握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 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的历史
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党的十九大深情回顾了96年来我们党为实现历史使命付出
的艰辛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入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 为全党同志在新时代更好肩负历史使命进行了思想
动员、指明了奋斗方向。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使命指引方向。 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首
先就要深刻理解96年来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
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得出这样的深刻认识：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必须合乎时代
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
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正是这些规律性认识，让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使命引领未来。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
须深刻认识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与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党的十九大深入阐述了实现
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
事业的丰富内涵。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深刻领会“四
个伟大”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只有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 “五个更加自
觉”，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只有深入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只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自觉地增
强“四个自信”，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铺就康庄大道。在“四个伟
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伟大斗
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推进伟大工程，毫不动摇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我们党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
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为中
华民族作出新的伟大历史贡献。

从上海石库门出发，在96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为了肩负
的使命，我们党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始终初心不改，无论是顺境还
是逆境始终矢志不渝。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全党必须准备付出
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担起
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梦想，向历史、
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载10月31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心中有信仰 ，奋斗有力量 。党的
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
供了行动指南。各地学而信、学而思、学
而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以新气象新作为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笃学之：武装头脑、凝聚人心
“党的十九大最为重要的理论成就，

在于形成并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
进入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问题。” 中国人
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在学习研究过程
中，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
角，使新思想的研究更具系统性、科学
性、广泛性和延续性。同时，要促进新思

想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头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坚
强思想保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强大思想黏合剂。用新思想武装头脑，
用新思想指引理想，用新思想坚定信仰，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
念，就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增强定力，
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升能力， 用思想
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笃信之：明责定位、找准方向
思想是时代的引领。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中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明确了总任务和新的两步走
步骤， 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对照新任务、分析新矛盾，才能找
准新方向、增添新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不断向前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

面积只有9.98平方公里的天津市
和平区，这五年投入财力的70%都用于
养老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
事业，解决了许多民生难题。

听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后，十九大代
表、天津市和平区委书记李绍洪觉得肩
头改善民生的担子很重：“现在区里
1500户住人地下室腾迁、34万平方米砖
木结构老旧房屋等问题亟待解决。我们
必须甩开膀子，真刀真枪干起来。”

笃行之：知行合一、开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十九
大代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说，北大
将牢牢把握“双一流”建设的契机，扎根中
国大地办大学，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动
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北大将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才均备、体魄

健全、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理念，培养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流人才。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
是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用改革创新手
段破解难题过程中实现螺旋式前进。

医改，是公认的世界难题。儿科医
疗资源紧张，又是医改难题中较为明显
的“短板”。

“要让人民群众全生命过程感受到
医疗的美好，从儿童医疗做起尤为举足轻
重。”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李爱勤认为，
人民群众对美好医疗的向往，是社会进步
发展的趋势使然。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医院是这个主要矛盾
中的“供给侧”之一。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求，破解医改难题，要努力推动医疗回归
公益， 医务人员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
将治病端口前移到防病指导，同时要提高
群众看病就医的体验感受。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旗帜，全国各族人民正充满信
心与力量，昂扬奋进在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习近平分别会见越南和老挝特使

掌握新思想 开拓新实践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述评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