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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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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
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
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越过“地球的
伤疤”——东非大裂谷，全长 1860.5
公里。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
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
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
纪 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
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
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
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界
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
铁路。

1965年 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
尔访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与尼雷
尔会谈时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修
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
路。毛泽东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
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
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
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1967
年 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

与中国商定了修建坦赞铁路的相关
事宜。同年 9 月 5 日，中国、坦桑尼
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
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
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
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并派专家对这
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
术人员。

1968 年 5 月，中国派出勘探人
员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进
行全线勘测设计。坦赞铁路于 1975
年 10月试办运营，1976 年 5月完成
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
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
路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
念碑。”

一位西方工程师在参观过坦赞
铁路后，感叹地说：“只有修建过万里
长城的民族，才能修建出如此高质
量、高标准的铁路。”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非友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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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峥嵘岁月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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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十分珍惜取得
的宝贵历史经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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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丽水市委常委、景宁畲族
自治县委书记陈重表示，景宁要继续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和“浙西南革命
精神”，努力营造干事创业氛围，以党
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带动全县各族群众
携手发展。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委书记马建
立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
仅对于民族团结，而且对于做好全县各
项工作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县
委在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更要牢记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领头雁的职责，发挥县
域内各民族的合力，奋力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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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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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江录备受鼓舞。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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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
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北京市公
安局海淀分局西山派出所民警黄文祝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印象深
刻，“作为一名社区民警，不仅要为少
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做好服务，更要
做好普法宣传，让法律成为少数民族
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生活、融入社会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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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完援青工作不久的江苏省南
通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陈耀华对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有着很深体会。2016年夏天，
陈耀华从江苏来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德县人民医院开展援青工作。3
年多来，他完成眼科手术 910多人次，
成功实施白内障手术752例。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我们要努力提供更多的健康产
品，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陈耀华说。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中华民族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
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
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
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新华社
连续播发“宣言”系列署名文章《雄关
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
破浪会有时》，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走出了一条彪炳史册的人间正道。踏
上新征程，以梦想为岸、以团结作帆、
以奋斗划桨，向着美好的明天砥砺前
行。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
振明表示，新中国70年巨变，有其内在
的道路、理论、制度和精神逻辑。“宣
言”三论，着眼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
揭示了新中国巨变的内在逻辑。“文章
深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人间正道，就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
情展望承载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下一
个70年，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和使命，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综合国
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
力日益彰显。正如“宣言”所言，一路
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南开大学药学院教授陈悦感叹
道：“文章让我想起我和父亲的求学
路。我老家在湖南涟源湄江，城里人
说是山沟沟里的山沟沟。父亲年少去
长沙求学，150多公里因为没有公路得
走三天三夜。1990年，我去长沙上学，
赶火车一天能到，但车厢挤满了人，身
上又脏又臭。如今，通了高速和高铁，
1个多小时就到了，一路舒舒服服。”天
堑变通途，两代人的求学路，成为70年
巨变的生动缩影。

准备在首都北京欢度国庆的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第42期民主党派干部培
训班学员、民进云南省丽江市支部主
委李渝丽说，作为一名纳西族同胞，为
能够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倍感光荣。

“展望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我们充满
信心与豪情，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凝聚起中华各族儿女的磅
礴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必将实现。”

雄关漫道真如铁，跨越雄关，是因
我们有比铁还硬的精神，有志不改、道
不变的坚定，有大公无私、坚强勇毅的
领路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
山区政协委员蔺忠儒对此深有感触。

“我亲眼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也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对我
们无私的关怀帮助。‘喝水不忘挖井
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得益于中
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得益于社会稳
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拨开历史的浓雾，“宣言”揭示 70
年发展成就最大秘诀，就是中国共产
党率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文化教研部副
教授李勇刚认为，“宣言”系列文章，既
有今昔对比的事实依据，又有中西比
较的文明视野，更有熔铸古今的历史
深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
续。未来，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充分发扬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独特贡献。

回望过去，峥嵘岁月历历在目，辉
煌成就来之不易；面向未来，伟大梦想
发出召唤，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

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党
委书记苗苗说，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
开每一个人的奉献与奋斗。“作为一名
天天与群众打交道的基层党务工作
者，要在提供精细化服务上持续用力，
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男中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霍勇
说：“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用嘹亮的
歌声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勤劳
勇敢的中国人民。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新担当。我也会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去激励斗志、振
奋精神，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

“宣言”指出，唯有扎根中国大地，
抓住每一个今天，才能创造美好未
来。唯有发扬斗争精神，练就斗争本
领，保持艰苦奋斗、顽强奋斗、永远奋
斗的精气神，才能披荆斩棘、乘风破
浪。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关防乡党政办
主任、后池村包村干部李亮斌通过“学
习强国”第一时间阅读了文章，感到

“兴奋、激动，精神为之一振”。3年多
来，这个“85后”与村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见证了后池从“穷山沟”到“明星
村”的转型。“我坚定了信心，要在广阔
的农村扎根生长、继续奋斗，尽心尽力
办好村里的每一件事情，将个人奋斗
融入乡村振兴和国家发展。”

正在雄安新区参与智慧城市信息
化建设的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员工卫
仲江说：“雄安新区从成立以来就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来这一年多，我亲
眼见证了从规划到实施的推进，见证
了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会
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为建设雄安新
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添砖加
瓦。”

网友董思的留言代表了广大网民
的心声：“我是幸运的，赶上了这个波
澜壮阔的时代。我将与祖国共奋进，
让青春的激情与脚步踏出新时代的节
拍。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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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奋斗划桨 向梦想前行
——“宣言”系列署名文章引发热烈反响

（上接第一版）
实力在这里体现：以全省排名第

13位的面积、第 12位的人口创造了
全省第 4位的生产总值，从一个传统
农业地区成为全省转型发展的典型，
连续两年在我省市县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考评中荣登榜首。

活力在这里展示：民营经济领跑
全省，入围“中国民企 500强”数量全
省最多，“河南的温州”迸发出长盛不
衰的强大生命力。

魅力在这里彰显：从一个缺水城
市成为清流环绕的“北方水城”，从过
去的“许脏”变得风景如画，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10多个

“国”字号城市奖牌纷至沓来。
70 年 城 市 跨 越 ，70 载 征 程 壮

阔。许昌城市“蝶变”的背后，是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琴瑟和
鸣”，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智造之都，产业升级。围绕建设
现代制造业强市，工业竞争力排名全
省第 3位的许昌，以智能制造统领产
业转型，加快构建智能生产、人才支
撑等 10大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优势
产业，培育发展九大新兴产业，着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抢占“智”高
点。

宜居之城，家园美好。许昌坚持
生态优先、统筹城乡、共建共享，一跃
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全省首个“国家水生态文明城
市”。“15分钟健身圈”“15分钟医疗
圈”等一个个“民生圈”提升了城市品
位，更“圈”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这
座绿荫覆盖、花木峥嵘的城市，正从
环境优美的生态家园向近悦远来的
生活乐园跨越。

郑许携手，共赢发展。许昌把郑
许一体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龙
头”工程，积极承接郑州航空港产业
辐射，强化产业对接、交通对接等“六
大对接”，发展壮大许港产业带，加速
推进郑许市域铁路，郑许两地上演精
彩的“双城记”。

乡村振兴，画卷舒展。许昌以接
力十余年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程、
持续 7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丰富多
彩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激发乡
村活力，扮靓美好家园，连续两年在
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年度考核中
位居第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许昌
人将继续凝心聚力，拼搏进取，以更宽
的视野、更高的标准践行初心使命，开
辟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在中原更加
出彩的新征程中走在前列！③4

“智”在千里 许君以“昌”

◀国庆节到来之际，首
都北京披上节日盛装，处处
洋溢着祥和、喜庆的氛围。9
月 28日，市民和游客在北京
东单路口东南角观赏“不忘
初心”主题花坛。

▲9月 28日，一名小女
孩在北京建国门西北角的“壮
丽70年”主题花坛前留影。
均为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首都披上
节日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