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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019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的先进事
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
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
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
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
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
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蓬勃的朝气和昂
扬的锐气奋斗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党
中央决定，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黄文秀，女，壮族，广西田阳人，中
共党员，1989年4月出生，生前系广

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
副科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2016年7月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同年同月成为
广西定向选调生，被分配到百色市委
宣传部工作。2017年9月至2018年3
月，挂任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党委副
书记；2018年3月起担任百色市乐业
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同志利用周
末回田阳县看望病重手术不久的父亲
后，因暴雨心系所驻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连夜开车返回工作岗位，途中
遭遇山洪暴发不幸遇难，年仅30岁。

黄文秀同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指引下成长
起来的优秀青年代表，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先进典型，是在脱贫攻坚
一线挥洒血汗、忘我奉献的基层党员
干部的缩影。她求学时积极上进，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党的基本理论，到贫困村任职第一书
记后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向驻村群众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论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在边远山区落地生根。她始终把党的
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毕业时放弃
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革命
老区百色工作，并报名到条件艰苦的
边远贫困山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
脱贫攻坚一线倾情投入、默默奉献，奋
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她把扶贫之路作
为“心中的新长征”，全身心扑在工作
上，遍访建档立卡贫困户，手绘“民情
地图”，往来奔波于崎岖的山路，跑项
目、找资金、请专家，组织贫困户成立
互助组，建立电商服务站解决农产品
滞销问题，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
了全村整体脱贫。她对群众满怀深
情、真诚质朴，虚心向老村支书请教群
众工作方法，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

童，发挥自身法学专业优势，积极为村
民化解矛盾，赢得了群众普遍信任。
她性格坚毅、自强自立、克己奉公，尽
管父母长期患病，家境困难，却从未向
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保持乐观向
上的态度，尊敬孝顺父母，热心帮助他
人，用人格力量感染和温暖身边每一
个人。黄文秀同志把青春和热血都献
给了脱贫攻坚事业，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短暂而
精彩的人生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奉献之歌。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
同志都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要像黄
文秀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牢记使命，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自觉把人
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
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积极投身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和工作中
去。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心系群众、担

当实干，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挥
洒汗水、无私奉献，真心实意为人民群
众干实事、谋福祉。要像黄文秀同志那
样脚踏实地、昂扬向上，深怀饮水思源
的感恩之心，砥砺攻坚克难的进取之
志，勇立潮头，奋力拼搏，用激情和汗水
书写亮丽青春、创造辉煌业绩。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文秀同志
先进事迹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要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先进人物为榜样，主动担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谱写新的华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19年10月10日）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
俗。”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
社会，是中国乡村百姓共同的生活向
往与追求。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夯实乡村治
理这个根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
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
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
级权力有效监督。”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浙江、江苏、
河北等地采访时发现，不少地方在乡
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主动探索、妙招
频出，走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
村善治之路，增强了广大农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拉家常办大事
“小板凳”上聚民智

浙江省余姚市谢家路村村民王
木根没有想到，在自家小板凳上向村
委会主任奕建萍随口说出的困惑，竟
真的改变了村里的决策。

今年 2 月以来，谢家路村的垃
圾分类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村里的

垃圾总量减了下去，村民们的分类
热情一天天高涨起来。“大家会不会
还有什么建议和问题呢？”为了听听
村民们更多心里话，奕建萍决定去
几户农家走一趟。

一杯热茶，几句寒暄，奕建萍
在王木根家与他同坐一条板凳，你
一言我一语从家长里短聊到村事
村务。

在距离余姚100多公里外的浙
江省象山县，坚持十年的“村民说事”
制度中也透着乡村治理新气象。
2019年中秋之夜，象山泗洲头镇墩岙
村村委会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村支
书鲍英钱和20多位村民代表围坐在
一起，讨论着最近茶余饭后不时被大
家伙儿念叨的“热门话题”——建设
村文旅活动中心。

“村民说事”制度构建了“说议
办评”相结合的说事体系。山林开
发的方案议好了，村干部马上对接
修路招商；整村拆迁安置的工作刚
做完，满意度测评的问卷就已发到
了村民手中。“‘村民说事’构筑了村
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
行机制，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
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象山县委
书记叶剑鸣说。

一声老腔韵味浓
一世乡情喜乐融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
1986年孟庆喜履新江苏省徐州市贾
汪区马庄村党委书记时的庄严承
诺。30多年过去了，马庄村民乐团
的发展壮大，见证了村民物质“面子”
与精神“里子”双成长的进步历史。

上世纪80年代，马庄经济总量
在全乡18个村中排名第13位。村
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化活动，村民们
一闲下来就打牌赌博。孟庆喜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怎么办？思来想去，反复权衡，
孟庆喜想到了搞乐团。

“乐团让村民‘自编自演’‘自娱
自乐’‘自我教育’，对丰富村民业余文
化生活、提升整体素质、净化村庄风
气都有帮助。”孟庆喜说，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马庄风气得到明显改观。

新世纪初，乐团加快了迈向市
场、走出国门的步伐。2002年起，乐
团每年都要接100多场商业演出，还
分别在意大利和日本获得国际大
奖。如今，乐团每年盈利都在30万
元左右。

对乐团的坚守，透出马庄人一股
不服输的精神。如今的马庄，新年有
春晚，元宵有灯会，三月初八有庙会，
夏季有纳凉晚会……“村民乐团是我
们的骄傲。”孟庆喜说。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中央
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表示，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
者、退休人员、企业家、文化志愿者投
身乡村的文化建设，形成农村文化建
设新力量。

“思想医生”解千忧
“权力清单”定是非

在河北省任县郭村的“张庆兰和
合说事工作室”，调解员张庆兰拿着
一沓“地亩明白凭证表”长吁一口气，
困扰 12户村民长达 8年的土地纠
纷，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由于历史因素，分在这12户村
民名下的田块边界一直不清楚，一笔
田块“糊涂账”让12户村民没少闹矛
盾，其中有两户还因此“大打出手”。
最终，他们找到了村里两位公认的

“思想医生”：张庆兰和赵喜申。
张庆兰和赵喜申决定采用“抽

丝剥茧”的方法，在调解过程中既分

析利害，又以情服人，并亲自为他们
量地定边。为防止矛盾复燃，张庆
兰还为他们制定《团结文明公约》。
最终，12户村民的地界问题成功得
到解决。

在任县，像张庆兰这样被称为
“思想医生”的调解员经常活跃在邻
里乡间，他们依据法律法规、乡规民
约、道德规范，调处农村邻里矛盾、债
权关系、土地纠纷等方面的问题，逐
渐在各村形成了“小事不出村、矛盾
不上交、邻里更和谐”的局面。

在浙江省宁海县，《村级权力清
单三十六条》将涉及集体管理事务
的19个事项和17项便民服务举措
做出明文界定，让村集体晒出“家
底”、明确权责，教干部清白、给百姓
明白。与此同时，当地运用大数据
智慧运行系统，为小微权力监督插
上了“云翅膀”。

“新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实际
上也是县乡农村工作体制的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仝志辉表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
系既要实现资源下沉，又要善于让各
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把顶层设计和
基层创新结合起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让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中国乡村治理呈现新局面

全国铁路今日调图
增开旅客列车160列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樊曦）记
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月1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
图后，全国铁路增开旅客列车160列，旅客列车达
9139列，其中开行动车组列车6739列；增开货物
列车95列，开行货物列车达19295列，货运能力
进一步提升。

伟大的转折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

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转折。

在这一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
论。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
历史转折准备了思想条件。

这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召开的为期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
性转折做了充分准备。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
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
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
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
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
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振聋发聩地指出：“再不实
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
会被葬送”。这篇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并解决了关于党的
指导思想、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工作、改革开
放、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建设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还解决了历史上遗留
的一批重大问题，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的领导机
构，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挫折中重
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长征。从此，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
新时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外交部：

中方将一如既往欢迎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朱超）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
一如既往地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
华投资兴业。

有记者问：近来，美国一些官员、议员和媒体
围绕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涉港言论引发的风波声
称，中方正日益利用市场前景和商业手段操控美
国企业，迫使它们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企业应
就此作出抉择。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营商环境持
续得到改善，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各国企
业最为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具体到美国企
业，根据我看到的最新调查数据，97％的受访美
国企业表示在中国市场盈利，74％的中国美国
商会成员企业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他
说，“如果按照美方某些人的说法，难道这些美
国企业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吗？都遭到
了中方的操控吗？”

耿爽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包括美国
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我们为各
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的政策不会变，保
护在华外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政策不会变。同时，
我们也会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基础上积极与国际社会
交流互动，欢迎外国机构和人士来华开展交流与
合作。”他说。

无锡一高架桥
桥面发生侧翻事故
三辆小车被压

新华社南京10月10日电（记者朱国亮、沈
汝发）10日傍晚，江苏省无锡市一高架桥桥面发
生侧翻事故，三辆小车被压。

据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发布的信息，10日
18时10分左右，312国道上海方向K135处、无锡
市锡港路上跨桥出现桥面侧翻，经现场初步勘测，
桥下被压小车3辆（其中一辆系停放车辆，无人）。

10日晚23时，记者在现场看到，侧翻的桥面
有数十米长，一辆拉着钢材的大货车仍停留在侧
翻的桥面上。现场救援人员正在紧急破拆侧翻的
桥面。

引领文明交流

历史上，中国与印度、尼泊尔在宗
教、文化、艺术、雕刻、建筑等领域持续
互通有无、互学互鉴。佛教东传开启
了中印、中尼文明交流的辉煌期。法
显、玄奘等中国高僧西行取经，迦叶摩
腾、菩提达摩等天竺高僧万里传经，玄
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印度
与南亚历史的珍贵文献。元代，来自
尼泊尔的匠人阿尼哥在中国主持修建
北京妙应寺（白塔寺）等多座寺庙、佛
塔和佛像，成为中尼文化交流的标志
性人物。

时光划过千年，文明对话的脚
步不断向前。近些年，中印、中尼领
导人以实际行动引领文明交流，并
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合作
谋篇布局。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印
度，将首站放在古吉拉特邦；2015年5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将首站放
在西安。古吉拉特邦和西安见证了中
印文明交流史上的灿烂篇章，高僧玄

奘曾在古吉拉特邦研习佛经，返回西
安后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2018年
4月，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非正式
会晤，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
物展。

中印政府为人文交流进行顶层设
计。2018年12月，中印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确
立了人文合作八大重点领域。今年8
月，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
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签署文化、体
育、传统医药、博物馆等人文领域双边
合作文件。

中尼政府也为人文合作进行细致
规划。尼泊尔总理奥利去年6月访华
期间，中尼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中方将继续为尼方旅游业培养汉语人
才，在尼举办中国节和加德满都文化
论坛。

“整个亚洲，特别是南亚国家应该
开展合作，以保存并且发展自己的文
明。从文明的角度看，习近平主席此
行非常有意义。”尼泊尔学院院长甘
加·普拉萨德说。

助力文化保护

《史记》记载，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在中亚阿姆河流域见到四川出产的

“蜀布、邛竹杖”，得知这些物产乃商人
从印度贩入。古丝绸之路开辟后，中
国的造纸、瓷器、茶叶等传入南亚，南
亚的歌舞、天文、文学等传入中国。

文物是文明交流的载体。近年来，
中国举办了《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信
仰与艺术》《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
展》等聚焦亚洲各国文物的展览。在这
些展览中，来自印度的坐姿象头神伽内
什像、来自尼泊尔的木雕孔雀等精美展
品展现了南亚文明的辽阔深邃。

中国与印度、尼泊尔加大了在文
物领域的合作力度——中印举办博物
馆管理经验交流会并开展联合考古、
中国帮助尼泊尔修复文化遗产……

尼泊尔的九层神庙又称巴桑塔布
尔塔，尼泊尔语中，巴桑塔布尔意为

“春天之地”，早在1979年就作为“加
德满都谷地”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九层神庙在

大地震中遭严重损毁，两年后迎来了
中国文物修复专家。

“九层神庙已经修到第九层了。”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周建国说，

“多名尼泊尔木工参与了修复，尼泊尔
的传统木雕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密切人文交往

在印度孟买市中心维瓦大厦的一
间教室里，印华中文学校的学员们正
在上汉语课。校长乌莎·萨胡向记者
讲述了她与汉语结缘的故事。“我
2007年开始在印度德里大学中文系
学习汉语，当时学汉语的印度人还不
多。因为看到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不断
增长，旅游文化交流也越来越热，所以
坚持学了几年。”

2010年，萨胡从新德里移居孟买，
创办了印华中文学校，如今已在新德里、
孟买、浦那等多个城市开设了35所分
校，拥有70多名教师和1000余名学员。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印度约有20所大学设

有中文课程，8所设有中文专业，在校
生中学习汉语专业学生约2000人，印
度全国学习汉语人数约2万人。随着
汉语热升温，类似印华中文学校这样
的私人汉语培训机构越来越多。

中国则出现了瑜伽热和宝莱坞
热。2015年，印度在中国云南民族大
学设立瑜伽学院，为中国培养专业瑜
伽人才。2017年，宝莱坞明星阿米
尔·汗主演的电影《摔跤吧！爸爸》走
红中国，如今宝莱坞电影成为中印文
化交流的新名片。

在尼泊尔，汉语热也悄然兴起。
拉卡·夏尔巴是一名登山向导，他告诉
记者，来尼泊尔登山的中国人越来越
多，他为此专门学习了汉语，现在他有
一半客人来自中国。

尼泊尔文化部长约格什·巴特拉
伊表示，赴尼泊尔的中国游客人数迅
速增加，尼泊尔亟需更多能说中文、懂
中华文化的本土人才，这些人才的培
养有助于增进尼中友谊。

（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
者孙萍 周盛平 张兴军）

跨越喜马拉雅，传承文明对话
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隔绝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千百年来，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往来

互鉴留下无数佳话。近年来，中印、中尼之间的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焕发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