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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入信心和动力
——多国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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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9月22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此作
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抓好落实工作，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快
体育强国建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
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程建平，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天津青年京剧团艺委会主任孟广

禄，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一级演员奚美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疾
控中心党委书记卢江，北京大学医学部
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
杰，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鲍明晓等10位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表先后发言，就
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传承和创新、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每一位发
言代表深入交流，询问有关情况，就一
些工作和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进行评
点，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
的发言，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
议，参会的其他专家和代表提交了书面
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
之大计。“十四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
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
育，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
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优化同新发
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
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
进机制。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聚焦国
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
术攻关。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
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
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
平。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
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下转第2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沪宁韩正出席

□本报记者 韩雪茹

9月 22日秋分日，我们迎来了第
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中
国农民丰收节”以“庆丰收、迎小康”为
主题，全区各地广大农牧民以多种形
式共庆丰年、分享喜悦。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今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之年，确保农牧业丰收、农牧民增收直
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的质量与成色。丰
收丰产既端稳了饭碗，也为经济社会
的稳定发展筑牢“压舱石”。

上午9时，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义
勒力特镇敖包山嘎查稻田公园，一场以

“稻海话丰收、笑颜逐希望”为主题的庆
祝活动正在开展。农民们通过歌舞、朗
诵等形式，抒发内心的喜悦。而游客们
则参与了试吃鲜米、现场烤制稻田鸭等

活动，一起分享劳动成果。
种出亮丽风景、种出更高效益。近

年来，义勒力特镇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为重点，突出沉浸体验、生态观光、休闲
娱乐等特色，唱响农旅融合协奏曲。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也是热闹非
凡。丰收节当日，在大青山乡五道沟村
有机燕麦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成群结队
手持镰刀穿梭在金黄的燕麦地里，用现
场收割燕麦的形式庆祝丰收。第一书

记张亮手里拿着颗粒饱满的麦穗，乐呵
呵地说：“五道沟村位于大青山深处，山
大沟深，多年来靠天吃饭，村民收入不
稳定。今年开春，全村常住的55户村
民与燕谷坊签订了有机燕麦种植订单，
让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素有“世界小米之乡”之称的赤峰
市敖汉旗，以割谷子比赛、公路自行车
赛、评剧演出等拉开丰收节的帷幕。
接下来， ■下转第2版

丰收节里话丰收
——全区各地喜迎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记者 韩继旺

瓜果飘香谷满仓，喜迎金秋丰收
忙。9月22日，巴彦淖尔市天赋河套
总部基地广场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全区第三届农
牧民文艺汇演在这里盛大开幕。

从莽莽林海到大漠深处，从金色
的田野到辽阔的草原，来自全区 12
个盟市的 700 多名农牧民选手不仅

带来了家乡丰收的土特产品，还带来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与当地上千名群
众一道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共享喜
悦。

活动现场，巴彦淖尔市 7个旗县
区精心搭建的各式丰收造型格外亮
眼，金色葵海、大漠驼影、果蔬高塔、沙
海新貌……处处彰显出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的丰收景象。

下午 3时许，文艺汇演在大型歌
舞节目《庆典》悠扬的长调声中拉开帷

幕。整场演出以“守望相助好家园·庆
丰收迎小康”为主线，分“欢庆”“美满”

“希望”3个篇章，通过运用歌曲、呱嘴、
长调、二人台、民族舞蹈、漫翰调联唱、
人物访谈、观众互动等舞台手段，展示
出了全区各族人民欢天喜地庆丰收迎
小康的幸福喜悦之情。

《丰收的味道》《五谷香》《幸福小
康一起走》《麦浪滚滚闪金光》等歌曲
旋律优美，唱出了农牧民庆丰收的喜
悦和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二人台表演

艺术家王占新等表演的呱嘴《我们河
套美》诙谐幽默，直抒胸臆地夸赞了河
套平原的丰饶秀美；通辽市农牧民带
来的安代舞《欢腾科尔沁》韵味醇厚、
热情奔放，彰显出草原文化的独特魅
力；漫瀚调联唱《黄河岸上好家乡》《西
北阳光》等具有地方特色和喜庆色彩
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在舞台上，第一书记、致富能手讲
故事环节，各地精准脱贫过上小康生
活的农牧民代表， ■下转第4版

丰收节上尽欢颜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全区第三届农牧民文艺汇演侧记

历史记忆是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
的基础。一个政党、民族、国家，无论
何时都不能忘却历史，否则就会因失
去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的基础而失去
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精神纽带。学
习党史，就是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维护好我们的共同记忆，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经
过 99 年的砥砺奋进和自我革命，从嘉
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
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
国共产党激励与召唤着亿万人民生死
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
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
在绝望中重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社会和自
己命运的主人，不断汇聚起开创美好
生活的磅礴伟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前所未有地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一
系列的艰难探索和辉煌成就，雄辩地
证明了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充分彰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历史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学习
历史，特别是学习党史的意义，就在于
能让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只有正确理

解“我是谁”，才能从共同的历史记忆
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正
确理解“我从哪里来”，才能从历史的
必然性中强化爱党爱国意识；只有正
确理解“我会到哪里去”，才能在鉴往
知来的智慧中，吸取力量、坚定信心、
增强定力。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
的使命担当，才能不负明天的伟大梦
想。回望历史，不只是采摘耀眼的花
朵，更是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
地火，更好地认识今天，开创更好的明
天。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
人坚守信仰、忠诚信仰的历史，就是一
部党团结带领人民的奋斗史，就是一
部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的纪律建设史。这部 99 年的党史，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
泪水和汗水写就的，充满了苦难和辉
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我们应
当怀着崇仰之情、敬畏之心去学习，在
深入学习中领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
基因，坚守人民情怀，奋力担当作为，
更深地爱党爱国。

每一次向历史的回眸，都是一次精
神的整队。党员干部一定要学好党史
这门必修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修
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行动，凝聚起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以更加坚
定的信念、更加持久的动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系列评论之十四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
济。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
赢理念，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定
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坚持
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
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将
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5周年。联合国隆重举行纪念峰会，
铭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和教
训，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

坚定承诺，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

炎疫情进行斗争。各国人民守望相
助，展现出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勇
气、决心、关爱，照亮了至暗时刻。疫
情终将被人类战胜，胜利必将属于世
界人民！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我们要践
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调集一切
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
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要加强团结、同舟共济，秉
持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
关键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坚
决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反对政治化、
污名化。要制定全面和常态化防控措
施，有序推进复商复市复工复学，创造
就业，拉动经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
活力，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不仅要重启本国经济，而且要为世
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要关心和照顾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减缓
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
举措，确保落实好《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国为赢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支持建立了联合国。今天，秉持同样
的担当精神，中国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
作，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献中国
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
和诊疗技术，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
和帮助，确保全球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
并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
学研究。中国已有多支疫苗进入Ⅲ期临
床实验，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中国将落实好两年提供20亿美元
国际援助的承诺，深化农业、减贫、教育、
妇女儿童、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助
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下转第4版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改革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重大举措

9月 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