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
./012 !%&$! &!3 '&4 !(567
8"#$% !%#$ !(9:; !%)*+)!
<=6 >?"$@AB ,!'+!* <=0 C
7D EFG"#$%() #%(-+*#<=D
HIG"#$%() )!-+,! <=D JK
G"#$%() ##)+$)<=0LMNOD
PQM!(9RSTU !%% <=D VW
MXYWMXZPMX[\MX]^M_[
`M!(9TU #%% <=a bcdefg
hijklm!Dn8"$opqcrsX
tuXvwXxygj"$z{D|}~�D
����D!(9RSTU !%%% <=�
kD�xy�a

b(9��yTUj�5D "#$
%����8�@A$%j�r_�
�D �"#��_8�@A��j&�
��y�a n8"$o����rs��
u�X �� �&�j8�@A$%j
&�¡¢D£¤¥¦$��§D£"$z
{�¨©D£Kªxy�«¬D£�&

��®¯6°«@A��&�6�±^@
²"#³´"µ6¶¬��78·¸6^
¹"#º8»¼¬9a

!%#$ !6"#$%jz$|½"¾
b(90 ¿À!D"#$%+�"#��
Á�Âj+ÃÄÅÆÇ0 nÈÉÊ"$
=ËÌÍD nÎ�Ï��ÄÐ@A"$
ÑÒ�'0 b"$@ABºÐ¬jÓ 
ÔD HÕ"#&��ÖºÐ¬j®¯0

c"$@A��g bHÕÉÊ×ØÙÚ
ÀDÛºÜÝDÞß�¾à78"#z{
_áâ��j"$z{ã �Aä"$@
ABjÓ DnÎ�Ï��ÄÅåæXç
Ðè¬é êëìíîXïðj�ÏñòÖ
nÎ�Ï7�D êóôõßj�Ïö÷
Öc#, Lø�ÏùgDêúöXVÊûÖü
çý$jþÿ"#è«D @A"$!b
Ï"é #$D"$@AB¶¬%&jc'
()!gXc*+)!g ,K-À�ÏÒD
"$@ABÓ ^¹j.)!/E0X
12'(3iD 4Äý56bÈ«77

E89é
¿À!D "#$%j@A:;_í

<:;b=>74A�Öí<j?�é
+�8�@A$%D@AcNmäÎDÃ
mäÎgj&'BCD£"#$%@AB
�DEF80Lj7G?7$%@A
BD�í<®¯��XHdI��XJK
LKXMNOÁXP#¶QXRSo��X
TU*+X VWX+YýZí<@A�
�§[àDEÓ é k\]^þ"Xk_
óO*oXTU¶QX`�a�bîcc
"#$%ÀSSd_e&D .fjg�
_hijjk_l-usmnj¡oé

pjdq�_dqrÀ7n<Ds
tà�'y5uX�vy¡¢Xw�y�
�XKxyyzj{|}~D�Àö��
àp_8���j����é ����
��§eDEcV�K�nÎ�Ïè«DÅ
7°�"#º8^¹gD���stàÀ
�y5uy"#yÁèjß�~�Dy5
uj"#8�ÀZnÎ��Xní<k\

jÎÁ*zé �!ND"#$%@ABj
�Ã��D,ÄÅ��ä§[��@²³
´D ?7ä-'oÎ�ß�Áèj��é
bV�"#$%���X ���jÓ 
ÔDÀ�À�D��8�D!( !ND 3�
(%%% <=j"#$%@ABb±^@
²"#³´"µX ¶¬��78·¸X^
¹"#º87&¡àDE+Ãé

y5uEÐy¢£DÄEÐy+�é
¤¥ !%#- y!ø¦j§¨Dn8"$o
©KªxyDª��¬D£5|�«X½
Ù¬jz{DØ�y5ujp:�X®
��XÝ¯�D°±��X²³=³D^¹
rs"$X@u"$X@A"$DKxy
5u78´µí<¶·j"$yÁ¸D
®¬`�y5uj"#$%yyzé

!%#- !D "#$%©¹º»¼D4
��²�½¤¾j¿öD À«Äýj7
E_ß�&Áé "+,,#

!"#$!"#$%&'()*+,-./01
!" !"#$%#!#$ %&'() &!'%!$#$

� � � � �荨荨（上接1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连同2014年

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集中
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为全党全社会学习
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权威教材。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
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必然要求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帮助人
们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创新观点、实践
要求。

过去一年，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深
入推进，围绕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和
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进行深入研究， 推出一批
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聚焦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主题，4场“治国理政论
坛”系列研讨会成功举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大主题宣传， 以及中央
报刊刊发的上百篇理论文章、理论述评等，深
入宣传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 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
的“四个自信”。

就在不久前，经党中央批准，首批10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的成立， 为深入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添“生力军”。

学懂、弄通、做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 引导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各项任务上。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 思想的伟力激
荡中华大地，党心民心极大凝聚，社会共识不
断扩大，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在人
民群众心中落地生根， 举国上下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有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我们就有
了领航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我们就有了航标！”“只要一心跟
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 各项工
作就能乘风破浪、排除万难。”……这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更是
新时代中国处处展现的新气象新风貌。

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斗志干劲极大提振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习近平
总书记着眼党的工作全局， 对新形势下做好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也为整个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 七部重点电视专
题片陆续亮相荧屏。

在《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坚定改革信念，
在《法治中国》中彰显法治力量，在《大国外
交》中领略中国风采，在《巡视利剑》中为强力
反腐点赞，在《辉煌中国》中为祖国骄傲自豪，
在《强军》中怀壮志豪情，在《不忘初心 继续
前进》中扬奋进斗志……这些精品盛宴，全景
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手笔、 大气魄、 大担
当， 充分展现了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迎接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了浓厚的思想舆论氛围。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以另一
种“笔触”，书写五年辉煌。10个主题展区和1
个特色体验展区浓缩五年时光， 无论是走进
展览现场还是网上观展，人们都由衷地赞叹：

“厉害了，我的国！”
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发挥好思想引
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的作用，让
嘹亮的主旋律交汇成新时代的最强音。

新闻舆论工作身处前沿， 新闻工作者必
须用坚定的立场、正确的观点、鲜明的态度、
宏大的声势，有力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生动

展示社会发展主流———
过去一年， 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政

策，记录时代风云。“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主
题采访，脱贫攻坚、民生改善重大举措、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等系列专题报道，佳作力作频出。

党的十九大后，“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
为”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和网络主题活动蓬勃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各地各部
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际行动。截
至目前， 中央媒体累计推出各类报道两万余
篇。各类媒体还充分运用媒体融合发展成果，
制作微视频、微动漫等新媒体产品，让党的十
九大精神网上传播鲜活闪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物质力量和精神
力量的同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
力量”，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断繁荣兴盛的社
会主义文化，为国家和民族铸魂，为党和人民
事业聚力———

2017年，文化市场百花竞艳。一批文艺精
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人民文化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电影《战狼2》《建军大业》、电
视剧《黄大年》等收视口碑双丰收；报告文学
《塞罕坝时间》、中国梦主题歌曲《新的天地》
等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2017年， 文化体制改革蹄疾步稳。《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印发，
列入2017年中央深改组和中央文改领导小组
工作要点的任务基本完成……环环相扣的文
化新政，压茬拓展的发展举措，为破解文化领
域的诸多难点披荆斩棘，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2017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硕果累累。从《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到
编纂出版首批《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图
书，继续做好中国京剧“像音像”工作等，中华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焕
发时代风采，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血
脉不断传承延续。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
需要主流思想舆论的巩固壮大， 也需要直面
“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正本清源、

激浊扬清。
过去一年，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 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

过去一年， 一系列剑指网络违法有害信
息的专项整治先后开展， 一批明辨是非的文
章有力批驳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
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有
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方向。

广袤神州， 嘹亮的主旋律、 强劲的正能
量，涌动在诵读的章句、传唱的歌声中，融入
日常的交谈、网络的留言里，潜移默化地提振
全社会的信心和斗志，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强大能量。

铸牢共同精神纽带
奋进力量极大增强

这是发生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的感
人一幕：

2017年11月17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的600多名代表。看到93岁的黄旭华和82岁
的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
习近平总书记握住他们的手， 请他们坐到自
己身旁。

身教胜言教。 习近平总书记用行动为全
党全社会上了关爱模范、 尊重先进的生动一
课。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
神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广泛弘扬， 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强大
力量。

教育引导、 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进一步
强化———

“大功三连”、河北塞罕坝林场等重大典
型，廖俊波、黄大年、黄大发、王锐、南仁东等
时代楷模以及一大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
边好人，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把“软约束”变成“硬规矩”，作为民法典
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 成为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鲜明写照。 新诞生的
国歌法， 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写入开篇第一条。深入开展的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运用法治手段惩戒“老赖”，
维护了公平正义、净化了社会风气。

对国民教育、 精神文明创建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彰显———

《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
指导意见》 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创建活动作出
总体规划和安排部署。孝老爱亲、诚信教育、
公益行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形式多样的主
题实践活动，与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同频共振。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核心价
值观主题微电影等高质量作品广为传播、成
风化人，引导和推动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
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一个人人自觉践行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

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转化为人们的情
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进一步形成———

在传统节日开展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使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成为弘扬核心
价值观的爱国节、情感节、仁爱节。在烈士纪
念日缅怀先烈、 在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中铭
记历史……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开展的爱国
主义教育，传承弘扬红色基因，让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根植在人们灵魂深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基层蓬
勃展开，着力补齐“精神短板”，文化在脱贫攻
坚中“扶志”“扶智”作用不断发挥，让老百姓
在口袋鼓起来的同时，脑袋也逐步“富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发
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面对宏伟的目标、壮阔
的前景， 亿万国人需要众志成城进行伟大斗
争，坚定意志建设伟大工程，齐心协力推进伟
大事业，同心同德实现伟大梦想。

回望来路， 丰富的实践与丰硕的成果昭
示我们， 深培厚植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我们
必将在前进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自信，
一往无前直抵光辉彼岸。

立体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形象更加闪亮

“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7年5月14日，北京。习近平主席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赢得阵阵掌声。

这是中国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框
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近1500
名与会代表，见证了习近平主席的大国领袖风
采。 来自全球的数千名注册记者聚焦论坛，把
中国领导人的庄严承诺和美好愿望传遍世界。

过去一年，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从五月的
北京到初秋的厦门……一次次主场外交，不
仅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魅力， 也为世
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推开一扇
扇窗户。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当今中国是开
放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和
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需要
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

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创新推动、持续用劲，全方位、立体化
传播中国声音，着力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讲好中国共
产党的故事，用真诚连接中外、用真情沟通
世界。

邀请境外记者采访报道十九大， 召开国
际智库研讨会畅谈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举
办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将南南合作推向新境
界……古老又青春的中国， 热情地向世界敞
开了自家“客厅”。

十九大新闻报道，堪称国际新闻界的“世
纪盛会”。3068名中外记者中，境外媒体记者占
据“半壁江山”。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各国记者
在“满负荷运转”的采访活动中，感受新时代中
国的韵味与风采。一篇篇报道、一段段直播、一
张张图片承载着读懂中国和理解中国为什么
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管用的“密码”，通过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等渠道，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组织近20批十九大精神宣介团赴近40个
国家展开交流，精心策划推出纪录片《习近平
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开放且自信的中
国，积极向世界阐述自己的理念和主张。

2017年11月27日， 意大利等16个国家的
知名出版机构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在京
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国际合作翻
译出版备忘录， 共同翻译出版这些国家语种
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此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已出版24个语
种、27个版本。

外文出版社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参与
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翻
译工作。“这两本书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用这
么多种语言向全世界读者传播他的理念和思
想。”弗格森说，如果想知道中国的现状和未
来的走向，就应该读这两本书。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随着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中国， 中国
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不断加强。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
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
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
舰媒体。”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以外宣旗舰媒体为引领，中央和地
方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的外宣工作格局已初
步形成。

过去一年，面对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积极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向世界展示中
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象，更让世界
清晰看到， 新时代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更多
机遇，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新年新气象，击鼓又催征。
走过极不平凡的5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以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汇聚了中华巨轮
乘风破浪的强大精神动力。 面向新的壮阔征
程，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将谱写新的壮丽篇
章，让攻坚时刻有更强劲、更持久的力量，让
奋进路上有更坚定、更一致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汇聚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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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城东镇的西场小学， 京剧艺术列入了该校的校本课程。 学校成立了少儿京剧社团， 聘请南通艺术剧院的京剧专
业老师来学校授课， 让更多学生感受国粹魅力。 1月2日， 西场小学学生在京剧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京剧基本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