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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日在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7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站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为
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与会代表
和社会各界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新时代努力担当新使
命，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
力，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迸发崭新活
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汇聚磅礴力量。

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画出最大同心圆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
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
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
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
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引发强烈共鸣。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
教研部副教授王江燕表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植根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人民政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总书记的
讲话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式民
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

“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
全部工作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在现场聆听讲话的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江浩然深感责任重
大：“新时代的人民政协肩负新使命，切
实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
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就更需广泛增进团
结，更好发挥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
关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蒋健认为，做
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就是政治
立场不能含糊、政治原则不能动摇，加
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增进对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

界别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
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
记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这一要求，让北京
市政协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江宗盟
感触颇多：“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可
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凝聚民族复
兴的正能量。要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
学习途径，筑牢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寻求最大公约数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独特设计，
是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
政协尤其要抓好的三项工作，第一项就
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对此，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分党组副书记、驻会副主任杨小波认
为，将人民政协明确为“专门协商机
构”，这就是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的新定位，就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制度设计。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
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是人民政协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标志。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

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
永新认为，政协委员来自不同方面，在
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充分吸收各
方意见、充分整合不同观点、充分协调
不同利益，最终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
求的最大公约数，具有独特优势，也体
现出人民民主的真谛。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延庆
区委常委黄克瀛表示，充分发挥人民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坚持抓制度建
设，突出协商的统筹性和计划性；坚持
抓平台建设，突出协商的广泛性和多层
性；坚持抓重点难点，突出协商式监督
的监督性和实效性；坚持抓委员队伍
建设，突出协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展现新时代风采

人民政协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祖
国共奋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凝结
着一届又一届政协委员的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政协委
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
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
真履行委员职责。

“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
是、履行职责，是荣誉更是责任。”农工

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周
扬胜表示，政协委员应坚持学习、深入
调研、积极担当、不辱使命，以模范行动
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风采。他发挥长
期从事环保工作的专业优势，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撰写了污染治理、绿色出行
等相关提案，积极推动绿色交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潘鲁生说，近年来，他通过履
职深入农村了解到乡风文明建设的情
况，到扶贫攻坚一线走访，切实感到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意义，只有接地气
才能有协商建言的基础，写好提案才
能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纪录片学会
副会长王建国认为，政协委员就应当
把荣誉放在身后，把职责举在头顶，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作为文艺界别的
委员，唯有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当前人民政协事业正处于新的
历史起点，政协委员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
主委胡卫说，政协委员既要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也要守纪律、讲规矩、重
品行，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努力交上
令人民满意的“委员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
史竞男 王琦 孙少龙）

同心共筑中国梦 携手奋进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
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
民民主的真谛。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
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
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
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在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述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我们
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发扬人

民民主，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

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
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
独特优势。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
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
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新时代做好人
民政协工作，就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
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
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

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能听意

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
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发展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
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
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
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
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
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
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
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
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对各种意见
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
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

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
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协
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战略
任务和基本路径。更好地发挥人民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不断完善制度机
制。要坚持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
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完善协商于决策
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对
明确规定需要政协协商的事项必须经
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对协商的参加
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
等作出规定，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

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

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
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
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实现民主政治的
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
的模式。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
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新形势下，把
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好，人民政协就能更好地担负
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
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1948年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
街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
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
下赫赫战功。

1955年 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
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
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
子不懈奋斗。

1985 年 1 月，他站完最后一班
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
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
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
7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
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
场不改本色

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
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
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
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
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

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一家人维持
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90
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
为该师杂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
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
旅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年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
这是1948年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
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
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
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
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
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
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
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着2个炸药
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
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人两个碉堡，在
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独自坚守阵地到天
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
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
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
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
富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年3月至1954年12月，张
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
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
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
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
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
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每一个岗位都担当作
为竭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
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
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
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
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
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
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
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
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
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
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

行难、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
水源，50多岁的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
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
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
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
时代”。

1961年至1964年期间，张富清主
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
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
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
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
的事，电灯更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
倍呀！”讲起这件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
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
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深藏功名60余载连家
人都不知情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
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
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
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
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
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
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
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
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
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
88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
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
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
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
纪的战功才得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衷，张富清说：“我
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
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
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
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
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
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
我做啥，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新华社武汉9月21日电 记者
谭元斌）

步入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
果，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月，中共
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
入调整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
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提出，要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
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
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
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
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
村进行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将发现的
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
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朱德、
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基层，调查
了解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
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
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
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
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产生了
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
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
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
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央
政协工作会议21日在京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他强调，这次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是在喜迎新中国70华诞、庆祝人民政
协成立70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

政协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新时代更好
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殷切期待。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中央政协工作
会议的重大意义、重要部署和实践要
求，在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上下功夫，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
泛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在健全和完善
人民政协工作制度上下功夫，在强化
政协委员责任担当上下功夫，在完善

落实党对人民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
度上下功夫，奋力开创新时代人民政
协事业新局面。

汪洋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切实
把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要把学习领会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领
会精神实质，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用以
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各地各部门党

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结
合实际作出专门部署，确保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在本地区、
本部门得到贯彻落实。要抓好会议精
神的宣传解读和理论阐释，宣传各地
各部门贯彻落实的生动实践和典型经
验，做好专题培训。要将本次会议精
神贯彻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委专项督
查之中，及时跟进督促，不断推动学习
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陈
希、黄坤明，国务委员肖捷，全国政协
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
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
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
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
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
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汪洋出席并作总结讲话

9月21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纪念馆“紫金草”合唱团在演唱和平歌曲。

当日是国际和平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唱响”和平主题活动。 新华社发

国际和平日“唱响”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
建立外交关系

香港各界多种形式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香港9月21日电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香港多场庆祝活动逐渐
展开。香港各界以文化展览、文艺晚会、宴会、
酒会等多种形式庆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祝
福祖国。除了香港文艺界、工商界、饮食界、妇
女界、宗教界等多个界别近期的庆祝酒会外，
香港还将举办的活动包括：22 日举行的香港
工会联合会国庆酒会、香港视觉艺术界国庆晚
宴，以及10月 2日和3日的文艺晚会和国庆青
年音乐会等。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郑明达）9
月2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所罗门群
岛外长马内莱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
合公报》。

中所建交公报在北京签署前，所罗门群岛政
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台湾多个社会团体集会
纪念“光辉十月”

据新华社台北9月21日电（记者赵博、许雪
毅）“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燃烧在战斗的
原野……”21日下午，歌声拉开了台湾社会各界
纪念“光辉十月”座谈会的序幕。近200位民众齐
聚一堂，共同纪念辛亥革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和
新中国成立。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吴荣
元表示，今天的中国已非1949年以前贫弱不堪的
中国，今天的中华民族也不再是当年任由列强欺
辱的民族。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台湾同胞
有责任投身其中、做出贡献，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共同追求两岸和平统一。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表示，只有中国
再统一，才是台湾再光复。如今，越来越多台湾民
众意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统派人士担负光荣使
命，要大力宣传平等协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的正确含义，并大声呼吁“台独”和外部势力切勿
误判形势，让台湾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