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王凤龙A10 综合

■■■■■ ■■■■■ ■■■■■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需要
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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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就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人民政协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
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

作为中心环节，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谱写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新篇章指明了努力方向。

尽最大可能谋求共识，在更广范
围赢得共识，就能得到更多支持、争
取更多主动，为攻坚克难、爬坡过坎
凝聚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
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
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
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
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发挥人民政协

“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作用，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

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中共党
史、新中国史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
政协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
观，就能更好实现思想引领、凝聚共
识，把大家团结起来，汇聚起共襄伟
业的强大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这里的关键
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
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
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
搞成“清一色”。要及时了解统一战线
内部思想动态，把在一些敏感点、风险

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
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就要广泛凝聚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广泛汇聚团结
奋斗的正能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
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
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
出机制性安排。要健全同党外知识分
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全面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导港澳委员

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
施政，拓展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
社会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吸收
侨胞代表参加政协活动，积极开展对
外交往。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
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今天，我国正处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尤需加强大团结大联合，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同心共筑中国
梦，携手奋进新时代，承载着近 14 亿
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一定能
劈波斩浪、行稳致远，驶向充满希望的
光明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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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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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全
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人民政协
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深刻阐述
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使命任务、
总体要求和着力重点，为新时代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
纷纷表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同心同
力共襄伟业，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
磅礴力量。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要
求，第一条就是“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
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
立意深远。我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真正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出发点，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
正凝聚和领导全中国人民，创造中华
民族灿烂辉煌的美好明天，这让我更
加坚定了紧紧跟着共产党走的决
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42期民主

党派干部进修班学员、上海市政协委
员杨文悦深有感触地说。

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表
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天然
地必须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
作领导的重要阵地。新时代下，要加
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使
人民政协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向同
行，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
聚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
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列入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
的中心环节，深刻说明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
业，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在多元
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
中定方向，才能形成团结奋斗的强大
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才能实现。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习近平总
书记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阐释了
人民政协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
来，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文明
进步，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好的政党制
度贡献了中国方案。实践充分证明，
人民政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必须坚定不移
走下去。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
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
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
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温情的论述，
说到了统一战线毕节试验区脱贫攻坚
帮扶的直接受益者、贵州黔西县新仁
乡化屋村苗族群众杨秋高的心坎上。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化屋村过去不
通公路，村民外出需要翻过悬崖再走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几年前，民建中
央向村里开展对口帮扶，修了柏油路，
建起花卉基地、特色民居等产业。“统
一战线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脱贫的事情
尽心尽力，村子现在越变越好，我们十
分感激他们。”杨秋高说。

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浦东新区政
协农村和农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顾品
品也对此很有共鸣。近年来，他所在
的浦东政协致力于推进“金融服务三
农”，已帮助几十家农业企业及合作社
获得近3亿元贷款。“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让我深刻领会到，政协工作
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作为农业界别的政协委员，就要自觉
走进田头听民意，助力乡村振兴。”顾

品品说。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

的动力。实现新时代的新使命，就要
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福建省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台
商协会会长吴家莹对总书记的“努力
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
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这句
话深表认同。

“对台商们而言，‘凝心聚力’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在
实际工作中，大家也感受到大陆办实
事、办好事的善意，真正感受到‘两岸
一家亲’。”吴家莹说，希望未来人民政
协能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统
筹各方努力，画出更多“同心圆”。

强化责任担当增强履职本领
开拓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政协委员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
是、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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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委员担负着连结群众和党
政机关的桥梁作用。”北京市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朱良说，政
协委员要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参政议

政，取得社会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让全

国政协委员、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深感责任重
大：“政协委员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闭门
造车，作为一名西部民族地区的政协
委员，我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基层调研，为帮助西海固地区贫困群
众更好脱贫致富建言资政。”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协主席周
文表示，下一步，顺德区政协将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推
进履职能力建设，通过开展“清单式”
月度协商、“论道顺德”建言资政座谈
会、委派民主监督小组等履职活动，切
实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水平，建设新时代“有为政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协工作也有了更多
新期待。

在网上全程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后，辽宁渤海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2017级学生卞新珂十分激动：

“70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
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取得的成就有
目共睹。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我对国
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景抱有充分信
心。希望人民政协这一制度能够不断
丰富发展，为中国式民主做出新的探
索。”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爱心陪伴：
我的成长盼望你全程参与

北京高中生小正的遭遇让很多人
唏嘘不已。

他的家庭条件非常好，原本是别
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之家。可小正的
父母工作太忙了，要么出差要么出国，
他还在襁褓中就被寄养在姨姥姥家，
直到六岁上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

可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学习并没
有让小正感到快乐。

“他父母对自身要求高，对儿子也
寄予厚望，在家庭教育中扮演了‘强
势’‘冷漠’的角色。”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杨新娥后来
通过与小正及其父母长谈发现，这对
父母不仅对孩子被同伴欺负的情况毫
无察觉，还经常批评甚至打孩子。

初中开始抑郁，高中严重抑郁，最
终在一次冲突中爆发，小正涉嫌故意
杀人。

悔恨让小正的父母不停地流泪，
但孩子的成长再也不能“复盘”。

“不健康的亲子关系、有问题的家
庭教育容易导致未成年人犯错乃至犯
罪。”杨新娥说。

远在2600公里外的云南省昆明
市，坐在轮椅上的徐瑞阳说起自己的
生活一脸阳光灿烂。

两岁时就被确诊为“脊肌萎缩
症”，医生曾断言她活不过四岁。但徐
瑞阳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们到处找医

生、想办法给她治疗，并不断鼓励她
“身体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其他方面你
不比任何人差”。

尽管徐瑞阳再也没有站起来，但
是她一直保持乐观开朗，还被评为“最
美中学生”标兵。在幸福家庭的滋养
下，这个轮椅上的姑娘一路成为“学
霸”，今年高考以607分的好成绩被四
川外国语大学录取。

徐瑞阳说自己很感谢爸妈：“他们
一直支持、鼓励和引导我，总是鼓励我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原生家
庭中是否有爱与温暖的陪伴，是孩子
安全感的建立以及未来人际关系、工
作关系、婚恋关系是否和谐的保障。”
北京今雨来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首席心
理咨询师舒唱说，这份爱与陪伴似阳
光，可以升出“小太阳”。

父母也需要学习：
我跟孩子一起成长

“现在给大家30秒时间，把手上的
A4纸撕碎。”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周
末，山东济南泉城公园的一角，一位穿
着“社会义工”背心的志愿者高声地说。

话音刚落，40多位父亲和孩子立
马行动了起来。孩子手劲儿小，撕了
几下之后，就交给一旁的爸爸。不到
半分钟，一张纸便被撕得稀碎。

“现在再给大家5分钟，请把这张
纸拼回去。”这位志愿者又高声地说。

“当时在场的爸爸和孩子都懵了

——这纸哪能再拼回去？”山东济南舜
耕小学“爸爸俱乐部”负责人祝海龙笑
着说，这是“爸爸俱乐部”在新学期组
织的活动，主题是帮助孩子与家长了
解垃圾分类的内涵与意义。

舜耕小学“爸爸俱乐部”成立十年
来，定期安排爸爸们走进教室上一堂
课、组织校内篮球赛等活动，先后有
4000多位爸爸参与其中。除此之外，
学校还成立了“家长护卫队”“辣妈联
盟”等家长组织，家长和学校成为互融
共生的生态教育共同体。

舜耕小学语文教师孙潇童说：“鼓
励爸爸妈妈走近孩子、走入学校、走进
教育，才能让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在孙潇童的班级，她曾组织孩子与家
长相互写信，进一步融洽了亲子关系。

“不知道如何和孩子沟通”“越管
逆反心理越强”，湖南涟源市民卢顺利
对此体会很深。她有两个孩子，“家庭
教育”一直是她最大的挑战。“以前教
育孩子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教育，
这让孩子难以接受，我也很郁闷。”

和孩子激烈争吵、孩子赌气冷战
甚至离家出走……“不少家长、孩子都
因为教育不对称痛苦不堪。很多家长
来学校找老师求助，希望我们能‘支
招’家庭教育问题。”长沙砂子塘泰禹
小学校长李臻说。

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国内多个家
庭教育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团队联手打
造的网上家长学校，充分利用互联网
和新媒体技术，整合“家校社”资源，搭
建家长交流平台，提供家长课堂、名校

课堂、育儿常识等多方位服务，全面助
力家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网上家长学校，为卢顺利打开了
一扇窗。利用碎片化时间，她系统学
习了“这样爱你刚刚好”专题，为自己
面临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上家长学校让家长通过线上
个性化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真正为
家庭带去改变，是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李臻说。

给家长“立规矩”：
让爱聚在孩子身边

女儿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河北石
家庄市民边娜母女俩的关系就变得
紧张。

“她开始不听话、有自己的主意，
质疑我的决定。”边娜开始觉得同孩子
的沟通方式必须调整，尤其是一天母
女俩因为写作业不及时的问题引发了
争吵，女儿质问：“妈妈，你每天除了让
我写作业，还关心其他别的事情吗？”

许多家长都有过跟边娜一样的困
扰，面对这种状况，河北省教育厅创立

“家长第一课”，邀请家庭教育名师，对
家长进行年度家庭教育解读和指导，
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在新年级阶
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典型表现。

“家长第一课”让边娜知道了问题
出在哪儿。“孩子成长了，心理、生理都
发生了变化。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但
我还停留在过去，已经跟不上孩子的
成长。”边娜说。

“家庭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孩子送去
补习班，而是要在他们身边一点一滴言
传身教。所以家长要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给予更多高质量陪伴。”石家庄东风
西路小学六年级班主任马贝贝说。

南京市鼓楼区马颖雯一家以前相
聚的时间并不多，丈夫王奎工作需要
长期出差，这些年来，带娃几乎成了马
颖雯一个人的事。从今年6月起，《江
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明
确规定父母应当与子女共同生活。

“今年6月这个条例施行让我更有底
气要求他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马颖雯
说，经过家人一起沟通努力，现在丈夫出
差少了，在家的时间多了，遇到麻烦事，一
家三口可以坐下来开会，一起想办法。

“条例明确了家庭教育的任务和方
法，可以归结为‘立德树人’‘言传身教’
八个字。”家庭教育专家王淑娟说，希望
条例能够督促更多的父母重视家庭教
育，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仅在江
苏，重庆、江西、山西等地均已出台家庭
教育地方法规，为家长“立规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妇联、
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中国
儿童中心等部门先后启动“四好”幼儿
家庭行动计划、“中国家长节”“心系妇
儿—家庭教育空中课堂”等活动。暑
期以来，各级妇联组织深入农村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集中地区开展家庭教
育和儿童关爱服务活动，50多万名高
校大学生、妇联执委、三八红旗手、巾
帼志愿者等参与志愿服务。

（新华社昆明9月22日电）

“双核”驱动

中国女排逆转巴西
取世界杯六连胜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9月22日电（记者王镜
宇 王梦）22日，“双核”驱动的中国女排继续着在
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的连胜势头。朱婷和袁
心玥各取26分，率领中国队在一度1∶2落后的情
况下3∶2逆转战胜雪藏了法比亚娜的巴西队，有
惊无险地拿下六连胜。

中国队在首局取胜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两
局，郎平两次变阵终于找到了破敌之策，以25∶
23、23∶25、22∶25、25∶19和15∶9笑到了最后。

朱婷赛后表示，赢得胜利的关键是“团结还有
专注”。而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示，中国队对巴西
队的几名年轻球员不是太熟悉，随着比赛的进行
才逐渐找到了攻防的节奏。

此前同样五连胜的美国队将在22日晚对阵
日本队，而中国队将在23日下午迎战美国队，双
方的较量被外界视为此次世界杯赛潜在的“冠亚
军争夺战”。

中国队球员龚翔宇（右）在比赛中与队友庆祝
得分。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大教育，小欢喜
——新时代家庭教育展现良性发展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8年9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全社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家庭到学校，从教育部门到妇联，社会各个层面越发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更加支持家庭教育的发展，家庭、学
校、社会共育的局面逐步形成，家庭教育展现良性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
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王鹏 李超）
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
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国
7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
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70年；新中国70年，是
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70年。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现，随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
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秉持文明
多样和文明交流互鉴精神，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
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
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得广”更“看得清”

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成功
研发五亿级像素云相机

据新华社上海9月22日电 （记者吴振东）
“从上海中心的合适位置，整个外滩的人流细节都
能看得一清二楚。”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复旦大学
科研团队领衔攻关的五亿级像素云相机系统。基
于这一系统研发的五亿像素智能视频瞭望相机已
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五亿级像素相机拍出照片会是什么样？复旦
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该科研团队负责人曾晓洋
介绍说，这意味着相机能捕获极其细致入微的图
像细节，即便在几万人的体育场内，拍摄一幅全景
照片也可获得每张人脸的清晰图像，如果加上人
工智能的助力，还能进行海量数据人脸等目标的
检测与识别，瞬间发现特定目标。

“看得清和看得广，对传统相机来说是一对矛
盾。把两千万像素分配到一万个人身上，每个人像
就只有20个像素，一定无法看清楚人体目标了。”曾
晓洋表示，“超远距离拍摄”“超高清细节”“超快速成
像”这三个条件要想同时成立，还得从大幅提高相机
像素入手。五亿级像素云相机系统的出现，从技术
层面打破了传统拍照的定式规则，实现了“不可能”。

中国农科院首次
向公众展示农业科技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董峻）21
日、22日这两天，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了首届农
科开放日活动，向公众展示该院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农业重
大科学问题中取得的农业科技成就。

23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作为庆祝这一节日
的活动，中国农科院分布在全国13个省市的31个
研究所在这个周末向公众全面开放。参观者走进
实验室、实验田，领略农业丰收背后的科技力量。

在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用浅显易懂的
讲述、生动的视频和游戏等介绍了“什么是昆虫”

“昆虫为什么迁飞”等知识；在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参观者首次看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LED人工光植物工厂系统，还了解到漂浮农场、扫
描电子显微镜、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等成果。

中国农科院有关负责人22日表示，这次活动
向公众全面展现了我国农业丰收背后的科技力量，
拉近了公众与农业科研工作者的距离，为青少年播
撒下求知探索的种子，助力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同心同力共襄伟业 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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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