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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指出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凝
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做好党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情。

通知要求，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培养党员干部爱国
之情、砥砺强国之志。要按照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要求，组织引导党员干部
在学习中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
历程和光荣传统， 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切实做到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自觉践行初心和使命。

通知明确， 要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中激发
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组织
党员干部就近就便参观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 收看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活动， 用好本地区红色资
源，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
基因，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切
身感受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与基里巴斯恢复外交关系
新华社联合国9月27日电 当地时间9月27日， 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同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兼外长马
茂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基里巴斯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
关系的联合公报》。即日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责任编辑 谢卓芳 封锐 王亮 2019年9月29日 星期日
时事·体育 16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
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
28日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汪洋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
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成就源于全体中华儿女，荣耀属于海内外全体同胞。

汪洋强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原有社会制度得到
充分尊重，港澳同胞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
利和广泛自由，并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我们
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办事，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伟大祖国永
远是香港、澳门的坚强后盾。

汪洋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在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我们愿与台湾各党派
团体、各界人士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协商，聚同化异、积累
共识。我们将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深化两岸基层民众特别是青年
朋友的交流往来，不断增进同胞福祉。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
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

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成就源于全体中华儿女
荣耀属于海内外全体同胞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中国女排用十全十美的表现，为新中
国70华诞，献上了一份大礼。

9月28日，2019年女排世界杯第10轮
角逐展开，面对二线阵容出战的塞尔维亚
队，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横扫对手。至此，中
国女排十战全胜，由于排名第二的美国队
此前输给了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得以提前
1轮卫冕成功。

本次是中国女排第五次获得世界杯
冠军，也是中国女排获得的第十个“三大
赛”（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冠军。

本次世界杯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公
开提出了“不仅要升国旗，还要奏国歌”的
目标。郎平一向低调，这个目标的提出，说
明了中国女排的实力，也展现了球队的团
结和霸气。

果然， 中国女排在比赛中“火力全
开”。10轮比赛， 姑娘们面对弱旅毫不松
懈， 迎战强敌全力以赴，10场比赛有8场
零封对手，仅在对阵巴西和荷兰队时分别
丢了2局和1局。

尽管有强队缺席及个别队伍并非最
佳阵容， 但本次冠军的含金量还是十分
高。对阵巴西队，中国女排与之大战5局，

惊险取胜； 面对强大的俄罗斯和美国队，
中国女排均以3比0取胜， 竞技和精神状
态格外出色。

赛后郎平认为：“上届世界杯我们打
得比较起伏，这届世界杯我们人员比较齐
整，夺冠比较顺利。”完成卫冕，郎平已未
雨绸缪，提前谋划明年了：“这
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大赛，之后
就是国内联赛，国家队没有训
练了。我希望明年大家更加刻
苦训练，在比赛中寻找自己不
足。这次比赛有一些强队没有
来，东京奥运会的考验更多。”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中国女排在赛
程格外艰难的局面下，获得冠军。明年的
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的目标自然也是
卫冕。

9月29日第11轮，中国女排将对阵最
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

卫冕献礼，“十”全“十”美

�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
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和宝贵经验，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工
作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
在与会代表和社会各界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
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进。

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坚持
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分党组
副书记、驻会副主任杨小波表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 我国彻底终结了过去民族
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 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归根到底，
第一条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主任马国忠说，迪庆州各级党委把民族
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牵头的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加强党
的领导，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

让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高高飘扬

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在讲话中，反复强
调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火箭农
场鼎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付江录
表示：“我们要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
际工作，用心去交融，用语言去沟通，用行

动去实践， 同各民族兄弟姐妹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为同一个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是一个民
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四川省成都阿坝商会会长、 唐古拉风艺
术团党支部书记李进对此有着很深的感
触：“我们要继续用文化演出等多种方
式， 为少数民族群众送去更多更好的文
化产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0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 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
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山东省
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奥帆城市促进
部部长札蒂·赫里利是一名生在新疆、求
学在北京、 工作在青岛的少数民族女干
部。她表示，要营造各民族共有的城市文
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 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
康和现代化， 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
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广西
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处副处
长温纯华的强烈共鸣。他介绍，近年来，
广西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区各族群
众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提高把“绿水
青山” 转变为“金山银山” 的能力， 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
民。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旗委书记于伟
东表示， “全旗将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辅
相成、 相得益彰， 让更多群众通过生态
产业实现致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手挽手肩并肩 共创各民族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砥砺奋进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
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中华民族和各民
族的关系， 形象地说， 就是一个大家庭
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把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
好。”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 深刻揭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内生动力，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凝聚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
荣发展的磅礴力量， 指明了努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 我们辽
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各族先
民胼手胝足、 披荆斩棘， 共同开发了祖
国的锦绣河山。 今天， 960多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富饶辽阔， 这是各族先民留给
我们的神圣故土， 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
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
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秦汉雄风、 大唐气
象、 康乾盛世， 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
历史。 今天， 我们实现中国梦， 就要紧
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我们灿烂的文
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中华文化是各
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
此精彩纷呈、 博大精深， 就在于它兼收
并蓄的包容特性。 各族文化交相辉映，
中华文化历久弥新， 这是今天我们强大
文化自信的根源。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
民族共同培育的。 在历史长河中， 各民
族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已深深融进了
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 成为推动中国
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可以说， 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
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 巩固
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各民族之所以
团结融合，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 源自
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经济上的相
互依存、 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
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正因为
如此， 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
性和吸纳力， 才可久可大、 根深叶茂。

我们伟大的祖国， 幅员辽阔， 文明
悠久，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
我们的丰厚遗产， 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
优势 。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
一体包含多元， 多元组成一体； 一体离
不开多元， 多元也离不开一体； 一体是

主线和方向， 多元是要素和动力。 中华
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
损俱损。 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
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 才有前
途， 才有希望。 各民族团结奋斗、 共同
繁荣， 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生命之
依、 力量之源。

回望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 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
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展
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
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
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 凝聚力
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就能共建美好
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载9月29日
《人民日报》）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