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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携手、共同奋

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非常强的

思想性、理论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麻国庆说，要深入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

内涵，做好研究阐释工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更加深入人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持续开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培训教育宣讲全覆盖行动，推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牧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斯钦表

示，要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一系列抓手，

持续深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认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在我

们的援藏工作中，就是要通过努力，持续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江苏省南京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

组长、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委常务副书记施勇

君说，“我们要把西藏当成自己的故乡，把西藏人

民当自己的亲人，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实

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一切社

区工作的主线，正是我们团结社区各族群众的

‘不二法宝’。”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广西南宁中华中路社区党委书记谢华

娟倍感振奋。

在中华中路社区里，少数民族人口约占社区

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民族共居共乐的画面处处

可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是

做好社区民族团结工作的根本。”谢华娟说，下一

步，我们要继续深入了解各族群众所思所想，创新

社区活动方式，不断拉近各民族居民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水族居民韦秀桥从贵

州省榕江县古州镇高兴村，搬到位于榕江县卧龙

社区的新家。他说：“搬过来的这几年，社区设有

道德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给居民及

时充电、补钙，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

“总书记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

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要

求，构筑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韦秀桥说。

2010 年 8 月至今，江苏省海安市青年教师王

拥军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宁海民族中学支

教达 11 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与当地干部群

众结下深厚情谊。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王拥军对

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一名支教老

师，我不仅要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成绩，更要做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使者，帮助他们牢固树立正

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把爱我中华

的种子植根在孩子们心灵深处。”王拥军说。

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起点

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8 月 28 日，正在宁夏区委党校参加培训的宁

夏西吉县马建乡党委书记马爱萍结束一天课程

后，立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自从去年脱贫后，马建乡正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持续发力，夯

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马爱萍表示，我们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深化宣传教

育，挖掘民族团结进步的身边事，推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化风成俗。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

根、民族和睦之魂。

“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最深刻的体会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同心同德，更需

要文化认同。”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教育局教

研室副主任孔庆菊说，要不断增强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青年一代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要继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久

久为功、持续发力。”新疆哈密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刘新坚表示，下一步，将创新方式方法，在

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特

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凝聚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

伟力。

（新华社北京8月 29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新征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人民日报评论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

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共同体理念。”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入阐

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

意义，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

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

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

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

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

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

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

民族共同培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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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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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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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着眼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显著成绩。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

巩固和发展。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

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团结进

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

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面对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

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

要求。要深刻认识到，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

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

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

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

益；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

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

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只有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

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

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只有顺应

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

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

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

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民族

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

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

合法权益。”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

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关系：正确把

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

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

作的重要原则；正确把握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

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

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

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

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确把握中华

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

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

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正

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

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

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

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只有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民

族复兴伟大梦想才能顺利实现，民族团结进步

之花才能长盛不衰。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

对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

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

定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开创中

华民族更加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载 8 月 30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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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28 日称，正在筹备

“组阁”，预期一两周内完成。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先前

告诉路透社，将在一周内发布“组阁”消息，

后来更正为“一周或两周”。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已经任命 34 个省中

33 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以及公共卫生、

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路透社问及“内阁”成员中是否有女性，

穆贾希德没有明确答复，仅说这由塔利班领

导层决定。

穆贾希德谴责美军无人机 27 日在阿富

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人员，称这是“对阿富汗领土的攻

击”。不过，他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后与阿

富汗保持外交关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

一 两 周 内“ 组 阁 ”
谴责美军无人机在阿富汗空袭

新华社华盛顿8月 28日电 美国总统拜

登 28 日说，美军方评估认为，未来 24 小时至

36 小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很有可能再次发

生恐怖袭击。

拜登当天在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阿富

汗局势后发表声明说，喀布尔局势仍然“非

常危险”，喀布尔机场存在很高的恐袭威胁。

他已要求美国军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优先

实现部队防护，确保其拥有所有权限、资源

和计划保护现场美军。

拜登：

未来一两天阿首都或再发恐袭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27日晚说，美军当天在阿富汗对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

分支人员实施了空袭。图为28日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拍摄的空袭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月 29日电 8 月 29 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布林肯表示，在美从阿撤军撤侨即将结束的关

键时刻，美认为安理会应对外发出明确、统一的声

音，表明国际社会期待塔利班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撤

离，确保阿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阿领土不能

成为恐怖袭击策源地，不能成为恐怖主义避风港。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

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

国尤其需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

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

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

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事实再次

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

的目标。美北约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踞阿恐怖

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美方应在尊重阿主

权独立前提下，拿出实际行动，助阿制恐止暴，而

不应搞双重标准或选择性打恐。

王毅说，美方对阿当前乱局的成因是清楚

的。安理会如果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缓

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局势平稳过渡而不

是重陷动乱。

布林肯表示理解并尊重中方在涉阿问题上

的关切。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

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

突好。中方将根据美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

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

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情报机构近日炮制

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

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

助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

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

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

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

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

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就阿富汗局势、中美关系、病毒溯源等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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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部门日前抛出的所谓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是一份彻

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美方

还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配合、不

透明，这是一派谎言。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

而且也只能由科学家研究。由情报机

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更何况美国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

今年 3 月 30 日，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在日内

瓦正式发布。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

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放着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

报告不信，美方为何偏要取信情报部

门炮制的报告，偏要推动针对中国的

所谓“第二阶段溯源”？

这不免让人们想起十多年前的

一幕。

2003 年，联合国大会上，时任美

国国务卿鲍威尔晃着一管白色粉末，

说这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后来被

人嘲讽为“洗衣粉”。

顺着美国政客“驾轻就熟”的操作逻辑，不难

推断，所谓的“第二阶段溯源”，不就是美国要在

武汉找到栽赃和抹黑中国所需要的“洗衣粉”吗？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

是全球溯源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报告的所

有结论和建议都是基于全球视角，未来研究

不会仅限于某一区域。

但是，美国对自己国家的早期患者一直装

聋作哑，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

大学等有泄漏嫌疑的科研机构更是讳莫如深。

殷鉴不远，国际社会绝不能让美国政客

操弄的“洗衣粉”闹剧再次上演。

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玩政治操弄的拙

劣把戏终究不会得逞。美方应该立即同世卫组

织开展合作，对其自身特别是德特里克堡等生

物实验室，进行全面、透明的溯源研究，方能取

信国际社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8月 29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曾益新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

源调查摘要接受记者专访。曾益新表示，由美国

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

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

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

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

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

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

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源研究。2020 年 7 月

与世卫组织先遣来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

作任务书（TOR），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织国

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

国部分的工作，并严格按照 TOR 开展溯源相

关研究。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地方政府一起尽全

力组织协调，完全满足世卫组织专家参访要

求，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

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9 家单

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

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

社区居民、康复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

家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同起草报

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

途径的几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

“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

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能

的”；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并于今年 3 月

份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

高度肯定。为做好下一阶段溯源工作，中方专

家 7 月份还向世卫组织专家提交了工作建议。

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

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

研究。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

的敌人，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

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

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

开展溯源研究。

国家卫健委：

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

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

年8月28日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姜春云同志逝世

紧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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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紧急援助古巴的又一批抗疫物资8月 28日晚运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图为当日，工作

人员在古巴哈瓦那机场卸载中国政府紧急援助的抗疫物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