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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
内蒙古特色，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5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
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
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

同日，习近平还致电日前退位的日本上皇明仁表示问候和祝福。

习近平致电祝贺
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月1日同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5月，中
国同多米尼加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
两国关系新篇章。去年11月，你成功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共同规划两国关
系发展蓝图，达成很多重要共识。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多各领域交流合作正稳步
向前推进，建交成果不断涌现。事实证
明，中多建交是双方高瞻远瞩作出的正确

政治决断，得到两国人民一致拥护。我高
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引领两国友好合作持续走向深入，促进共
同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梅迪纳在贺电中表示，多中建交一
年来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双边关系内涵不断丰富，多米尼加已成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我们
对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多中关系
前景充满期待，愿继续加强对华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多米尼加总统
梅迪纳互致贺电

庆祝中多建交一周年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5月1日
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互鉴是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

文章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
鉴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
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
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
和平的纽带。

文章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
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
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第一，文明
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
互鉴的价值。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
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
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
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
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
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
谦虚的态度。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最大障碍。第三，文明是包容
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

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
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
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
文明和谐。

文章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
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
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
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文章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
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
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
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
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
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文章强调，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将按
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
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
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
强大的精神动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本报兴安5月1日电 （记者 戴
宏）5月1日，是自治区成立72周年纪念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
会圣火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隆重举行。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十四冬”筹委会主任布小林点燃“十四
冬”火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
致辞，自治区副主席、“十四冬”筹委会
副主任艾丽华主持仪式。

当日，“红城”乌兰浩特晴空万里、春
和景明，仪式主会场五一广场沉浸在一派
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中。兴安盟各族干
部群众和3000名大中小学生参加活动，
四胡方阵、健身操方阵、太极方阵进行了
现场表演，展现出新时代内蒙古各族儿女
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

上午9时40分，激动人心的圣火采集
仪式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旧址乌兰浩
特市“五一会址”正式开始。14名蒙古族
圣火女孩身着白色蒙古袍，分列于圣火盆

两旁，象征着“十四冬”将在内蒙古的银色
冬季举行。20名少先队员采集火种，象征
着“十四冬”的举办时间为2020年，也象征
着革命精神薪火相传。他们利用太阳能，
从采火盆中采集火种并放入火种灯中。
圣火女孩护送火种灯前往五一广场。

在五一广场，高志丹点燃圣火盆，布
小林在圣火盆中点燃火炬，高高举起，向全
场致意，现场一片沸腾，掌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她将火炬授予第一棒火炬手、奥运
冠军张小平，开启了“十四冬”火炬传递活
动，标志着内蒙古正式进入“十四冬”时
间。火炬将从兴安盟出发，由西向东在全
区12个盟市传递，吹响冬运号角、掀起冬
运热潮。

启动仪式前，举行了“欢乐草原·健康内
蒙古”第十一届全区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
及“十四冬”筹委会与合作企业签约仪式。

在乌兰浩特期间，布小林还来到乌
兰牧骑宫调研，察看设施配备及运营情
况，了解乌兰牧骑建设发展。

“十四冬”圣火采集暨
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在乌兰浩特隆重举行
布小林点燃火炬 高志丹致辞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五一前夕，和林格尔新区正在建
设中的京东“亚洲一号”内蒙古智能物
流园区建设工地，一场别开生面的技
能大赛正在紧张进行。

挂线、铲灰、放砖，参加砌筑比赛的
职工干起活来那股认真劲可谓一丝不
苟。不一会儿，一堵有棱有角的墙体在
参赛队员的巧手操作下应运而生。比起
砌筑工种的比赛，钢筋绑扎工种比赛更
加吸引观看者的眼球，只见参赛职工左
手用弯曲的细铁丝穿过要绑扎的两根钢
筋，右手用一把特制的小钢钩穿过铁丝

一挑一绕，横竖两根钢筋就被牢固地绑
扎在一起，不一会，一个扇形的钢梁就被
绑扎完成……

这是“中国梦·劳动美”自治区
2019年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和林格
尔新区重点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上
的精彩画面。

职工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力量
源泉来自一线，创新的活力动力在于
基层。

为激发广大职工创新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围绕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
题，以提高职工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为重
点，开展了各种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劳

动和技能竞赛，努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自治区总工会经济技术部一位负
责人介绍，近5年来，自治区总工会累
计组织了涉及电力、化工、民航、铁路、
机械、教育、气象等产业（行业）的近
400个工种的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
赛，有388名选手通过比赛获得了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章。全区每年参赛职工
超过100万人次，近2万名职工通过比
赛提升了技术等级。

立足岗位全员创新，班组团队创
新、职工创新工作室引领创新已经成
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不但有效提
升了他们的技术技能水平，而且推动

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中核
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理化检测中
心王梅女职工创新工作室荣获全国五
一巾帼奖状，成为全国10个获奖单位
之一。这个工作室2014年成立以来，
王梅带领大家刻苦钻研、不断创新，先
后建立了酚醛树脂中杂质元素等7项
检测方法，自主研制完成了铀自动滴
定系统、气相色谱仪测试系统等自动
化分析与数据处理系统，大大提高了
实验室测试设备的检测能力，降低了
劳动强度。 ■下转第3版

向 创 新 要 效 益
——全区职工勇于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5月1日讯 连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族各界青年中引
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总
书记嘱托，热爱伟大祖国，树立远大理
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勇做
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书写无悔青春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里
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关爱、
信任和重托。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
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广大青

年引领凝聚好、组织动员好、联系服务
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贡献巴彦淖尔青年的智慧和力量！”巴
彦淖尔市团委书记乌德木说。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团委书记王
志说：“作为一名旗县团委书记，要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
年提出的‘六点要求’，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开拓创新、奋
发有为，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
大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赤峰市幸福之路苏木团委书记吴
萌萌说：“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锤炼品德修为，人无德不立，品德是
为人之本。所以我们青年要在感悟时
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自觉按照党
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提高自己，做
到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
开拓，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
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克什
克腾旗经棚一中高二二班学生段雅清
说：“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
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
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这句话
使我深受鼓舞，我们要树立梦想从学习
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

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
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内蒙古兰太钠业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技术部助理工程师任帅说：“作为新
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起历史使命，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勤于学习，爱岗敬
业，做祖国最忠诚的儿女，为民族团结
奉献力量，为祖国繁荣发展不懈奋斗，
谱写当代青年的崭新篇章。”阿拉善盟
青少年宫教师马瑾说：“作为一名当代
青少年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
教诲，珍惜韶华， ■下转第3版

做新时代的奋进者 书写无悔青春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区广大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

4 月 30 日，新团员面
对鲜艳的团旗庄严宣誓，
集体作出人生中的第一个
意义非凡的承诺。当日，
为 纪 念 五 四 运 动 100 周
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共
青团优良传统，加强团员
仪式感教育，弘扬“五四”
精神，北京四中呼和浩特
分校开展“牢记五四历史，
传承五四精神”主题活动
暨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
该校通过表彰先进，树立
示范榜样，激励全校学子
向优秀学生学习，增强团
员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
感。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宣誓

本报5月1日讯 （记者 赵丹）5
月1日晚，2019版《千古马颂》在内蒙古少
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震撼首演。

《千古马颂》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倾力打造，是中国首部马文化全景式
演出。演出由“天降神驹”“人马情缘”

“马背家园”“马背传奇”“自由天驹”5个
故事构成，演绎了蒙古民族与马相遇、
相识、相伴、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情感
历程；歌颂了马背民族开放包容、坚韧
不拔的民族精神；展示了人与马、人与
草原和谐共处、诗意栖息的大美境界。
2019版《千古马颂》剧情得到进一步完
善，演员马背技术技巧得到进一步提
升，舞美技术及场景的升级，也为观众
带来了更完美的视听体验。

舞台上载歌载舞，沙场里骏马驰

骋。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奇，又有一人一
马的温情；既有忠肝义胆的赤诚，也有
盛装舞步的风雅。来自浙江的游客李
剑说：“通过这个演出，我更加了解了内
蒙古草原，了解了草原文化，希望以后
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蒙古马。”

《千古马颂》是一部文化与旅游深
度融合的作品，自从2014年开始，已经
累计演出248场，累计有中、俄、蒙、美、
德、韩国、新加坡、印度等20多个国家
及地区的近28万观众观看。该项目作
为自治区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立项以来
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多项政策扶持，
先后得到2014年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
资金和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并于今年斩获第八届中国旅游投资艾
蒂亚奖中国最佳旅游演艺项目奖金奖。

2019版《千古马颂》震撼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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