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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重义习近平
学习

进行时

▲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万象下榻饭店会见老挝奔舍那
家族友人。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习近平重情谊、讲大义。他结交了很多朋
友，一路走来，他都不忘旧情；一有时间和机会，
他就要看望老朋友们；时隔再久，也会努力和他
们取得联系。

“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时间见见

你们。”

“这次来老挝访问，我嘱咐外交部，无论如
何也要安排时间见见你们。”习近平说。

2017年 11月，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在访问期间他特别会见了一些老同学老朋友。

习近平与他们的友谊跨越了万里关山，跨
越了大半个世纪。他们是 1960 年来北京八一学
校上学的老挝小留学生，其中包括老挝外交家、
爱国者贵宁·奔舍那的几个孩子。

当时在八一学校就读的习近平对这些外
国同学印象深刻。多年来，他多次尝试联系这
些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

终于，在半个世纪后，当年的校友再次重
逢——— 2010 年 6 月到访老挝时，停留仅 23
个小时，百忙中习近平仍抽出时间见了老同
学老朋友，同他们一起回忆了童年的生活和
真挚的友情。

7 年后，习近平再次同老同学老朋友相
聚，感到格外高兴。

“很高兴和奔舍那家族代表见面，你们中
很多都是我的老同学。时隔 7 年，再次同老同
学老朋友们相聚，看到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
福，我感到格外高兴。我一直都很惦记你们。”
习近平说。

一幕幕画面，时隔半个多世纪，如电影一

般映入眼帘；一个个故事，更如同纽带，把跨
越山川的中老友谊紧紧连结在一起。

“我非常怀念那段岁月”

2016 年，在第 32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
近平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看望师生，深情回
忆起小学和初中的求学时光。

说起当年的老师、同学，总书记对他们的
名字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地讲述了许多有趣
的往事。习近平边走边看、边问边忆，感慨道：
“我非常怀念那段岁月。不管走到哪里，我都
惦念着母校，同母校保持着联系。”

八一学校几位退休老教师如今已是古稀
之年，师生见面分外激动。习近平同陈仲韩、
陈秋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手，愉快回忆往事，

聊起其他老师、同学的近况。
习近平说，看到各位老师精神这么好，我

心里特别高兴。当年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
厉，现在回想起来，终身受益。一位老师对总
书记说：“您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习近平答
道：“是老师培养了我们。”习近平祝各位老师
健康长寿。

“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2015 年的春节，习近平这趟远门有点特
殊，因为他是“回家”了，回梁家河村看望父老
乡亲。

40 多年前，15 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
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 住
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
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
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整整 7
年时间。

见到乡亲们，习近平十分高兴，老朋友相
见十分亲热。不少当年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
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亲切叫着他们
的名字，问候他们的家人。

习近平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
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 年
1 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
在这里一待就是 7 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
把心留在了这里。

习近平说，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
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
孩子，什么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
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那个酸菜很久不吃
还挺想的。

40 年很漫长，但岁月磨损不了他的“黄
土情结”：“15 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
徨；22 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
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
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习近平说，这种
“黄土情结”在他心里，让他遇到困难时，就会
坚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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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谱写亚太
合作共赢新篇章》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基于共
商共建共享理念，中方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和支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也在第 71 届联合
国大会上被正式纳入联合国决议。这一方面说
明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一次取得了丰硕成
果，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
方案”日益深入人心。这一中国方案得到了各国
政要、专家的高度肯定。

中国和卢森堡两国地处亚欧大陆两端，虽
远隔万水千山，但近年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
合作不断深化，连续创造共赢局面，成为国家间
平等相处、“共商共建共享”的典范。

卢森堡大公国首相扎维埃·贝泰尔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需要欧洲，欧洲需
要中国，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我

觉得这是需要被全世界所深刻认识的事，那
就是我们不能对抗，而是需要共商共建。这是
非常重要的事，这样的相互理解非常必要，这
样的理解也是由双边对话共同商讨而产生
的。”

中国与素有“欧洲心脏”之称的比利时的
双边关系，目前也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比
致力于深化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高层交往频繁。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两国在铁路运输、海运方面、航空运
输方面都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仅
2016 年双边贸易额就达 213 . 5 亿美元。

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的确，我们想成为中国位于欧洲中
心的强有力的伙伴，从而能让双方建立一些
双赢的战略项目，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
洲，也有利于比利时。”

而非洲专家也指出，在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则下，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成果，非洲国家也应该结合自身特点，贡献自
己的力量。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讲师格里肖恩·伊基
亚拉认为，中国倡导的这一理念，展现了中国
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
的决心，“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是‘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的登陆点，现在已经延伸到乌干
达、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并将覆盖整个
非洲，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现代化基础设施不
足的问题。非洲国家自己也要参与其中，贡献
我们的力量。”

“共商共建共享”这一中国智慧也得到了
埃及专家的高度肯定。

中埃对话论坛秘书长伊玛德·阿兹拉克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中东地
区能从中国的发展和倡议中受益很多。因为
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面

临着许多问题和障碍，经济发展过于滞后。中
东人民也饱受贫困、缺乏教育和恐怖主义的
侵害，因此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会
给这些国家带来利好消息，这能帮助中东地
区重建经济体系，而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也
有能力站起来，自己面对并处理好诸如贫困、
失业等其他问题。”

全球治理，任重道远，中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和正在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正
在不断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使命，为全世界人
民的共同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日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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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米深的矿井里逐梦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这与咱们矿工密切相关，采矿就要
学习发挥这两大精神。”近日，42 岁的黄文宣
满怀激情对工友们宣讲着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地点位于地下 405 米，是铜坑矿矿
井里唯一开阔之处。党的十九大代表黄文宣
是这里的矿工，如今他备受工友们的欢迎。

铜坑矿是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下属的矿山企业 ，位于黔桂交界地带。
2001 年，25 岁的黄文宣来到铜坑矿，17 年
里，他每年下井 310 多天，每天工作 8 个小
时。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无怨无悔地付出、长
年累月地坚持，矿山快速发展，他也获得诸多
荣誉。今年，黄文宣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地下矿井工作枯燥，工友们都盼着能接
触更多外界信息，黄文宣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精神养分”，大家都非常高兴。

扫描二维
码 ，观看《 在地
下 4 0 5 米矿井
里逐“新梦”》现
场新闻。

船上人家的十九大课堂

青山环绕 ，波光粼粼。21 日上午 ，广
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库区
的一艘大船旁，停靠着十几艘村民用的小
船 ，每艘小船都坐满了人 ，大家纷纷竖起
耳朵，仔细聆听镇党委书记刘剑宣讲十九
大精神。

这艘固定在水面上的渔船是镇里在
库区建设的水上讲习所，自 2016 年建成
以来 ，每个月都有县 、镇干部到这里宣讲
中央政策。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讲习所成
了村民们了解十九大精神的课堂。每到开
讲时，都有许多村民乘船而来。

村民韦槟 20 日接到短信通知后，21
日上午离讲习所开讲还有一个多小时，他
就早早地开着小船而来。“中央出台了那
么多惠民政策 ，总书记还提出乡村振兴 ，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扫描二维
码，观看《“水上
讲习所”：船上人
家的十九大课
堂》现场新闻。

宣讲员背着背包走千家

扫描二维
码 ，观看《 这支
宣讲队很特别，
背着背包走千
家》现场新闻。

在重庆大渡口区，当地依托社区党员
背包义工队伍，向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让
我们跟着社区“背包客”一起，看看十九大
精神是如何随着一个个背包走进千家万户
的。

茄子溪街道惠丰社区是重庆大渡口区
“党员背包义工”的发源地。为了进一步增
强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功能，提升为民服
务水平，茄子溪街道从 2014 年开始，将党
员力量和优质资源向社区一线倾斜聚集，
开始探索以“敲开居民的门、连上居民的
心、帮上居民的忙”为总体目标的“党员背
包义工”服务模式。现在，已经有 388 个这
样的“背包客”。

大道理，小道理，打通群众家门口的最
后一公里才是真道理，要以实际行动让居
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

程。近一段时间，新华社记

者在各地发现，尽管已是初

冬时节，各地各部门正在结

合实际，创新形式，兴起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热潮。美丽中国处

处展现新气象、新风貌。

在天安门的金水河畔，年轻的战士们一代接一代，传承
着护卫国旗的神圣使命；

在中国革命发源地之一井冈山，祖孙三代义务担任讲
解员，传承井冈山精神，守卫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原乡；

在海拔 3500 米的高原学校，年轻的支教老师，以柔弱
的身躯，守护着高原孩子的美好梦想……

他们，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伟大的祖国。

守 护 中 国
新华融媒周记

祖国“心脏”的守护者

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中国的“心脏”，世界的焦点。
雄伟的天安门、鲜艳的五星红旗、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壮丽恢弘的中国气派，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
沓来，在这里感受一个古老民族的蓬勃律动。

年年岁岁，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仅到天安门广场观
看升国旗仪式的人，就超过 3 亿人次。

岁岁年年，与一幅幅美丽画卷共同定格在亿万人记忆
中的，还有金水桥上、国旗杆下、纪念碑前一个个如山挺拔
的军姿，一张张青春果敢的脸庞。

这是一个特殊而光荣的英雄群体：武警北京市总队十
支队。

扫描二维码，观
看《祖国“心脏”的守
护者》视频报道。

祖孙三代守护精神原乡

在井冈山市茅坪毛泽东旧居，一位西装革履、长相英俊
的年轻讲解员显得与众不同。他叫毛浩夫，今年 28 岁，在英
国留过学、也曾在城市当过白领。

不过，让人更加敬佩的是，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是井冈
山精神的“义务宣讲员”，他的爷爷毛秉华，今年 88 岁，用了
大半辈子时间去宣讲井冈山精神，被称为“井冈山精神第一
宣传员”。

毛秉华出生于革命家庭，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
熏陶。1968 年，毛秉华担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也就是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学习研究井冈山斗争史、义务宣讲井冈
山精神，而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在毛秉华的影响下，儿
子熊敏从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后，也加入到他的义务
宣讲员队伍。毛秉华的孙子毛浩夫，曾经在英国留学，学的
是国际金融专业。今年年初，毛浩夫在爷爷的劝说下，也放
弃了城市的白领工作回到井冈山。

扫描二维码，观
看《祖孙三代“义务
宣讲员”》视频报道。

在海拔 3500 米守护梦想

为了缓解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师资结构性短缺，甘肃
从 2015 年起每年从省内高校选派 400 名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到这些地方支教。吴桐雨就是其中一位。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海拔 3500 米，在郎木寺
镇波海小学，支教老师吴桐雨正在给学前班的孩子上音乐
课。

不过，“刚开始来这边，我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环境。”
吴桐雨说，“一个牧区的学校，在语言交流上非常困难。”

面对各种困难，吴桐雨怎么克服呢？
“用心，用耐心慢慢地去跟他们交流、接触，可能刚开始

有一点困难，慢慢地等他们敞开心扉，愿意跟你一起玩，一
起做游戏，我觉得我很开心。”吴桐雨说。

扫描二维码，观
看《我在海拔 3500
米的小学支教》视
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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