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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记者王思
北)走出小舞台，奔向大天地。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
示精神，今年元旦、春节期间，中央宣传
文化部门和全国各地开展了 2018 年“我
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文艺
工作者们践行着新时代乌兰牧骑精神，
深入祖国各地，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
群众，争做“红色文艺轻骑兵”，在寒冬中
为全国的基层群众献上了一场场温暖人
心的文化文艺演出服务。

组织有力，推动文化走进

全国千家万户

2017 年 12 月，中宣部、文化部、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下
发了 2018 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
进万家活动通知。与以往相比，这次活动
突出了文化文艺小分队特色，并进一步
加大了组织工作力度。活动设计之初，中
央和各地宣传文化部门充分发挥组织力
和动员力，强力推动、精心策划。仅由中
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文联等牵头，就专门组织了 120 支
中央级文化文艺小分队。同时，组织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
详细具体的活动计划，仅省级层面的文
化单位就组织了 800 多支文化文艺小分
队，在全国上下形成整体联动的格局。中
央和地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者，赴基层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文化文艺活动。

截至 2 月底，中央和省一级开展了
1000 余项文化文艺小分队活动，完成率
超 95%。这些活动主题突出、形式多样，
进一步烘托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广大
农村和基层群众送去党的声音和关怀。

中央级文化文艺小分队发挥了良好
的示范带头作用。中宣部联合中央电视
台、中国文联组织 4 支文化文艺小分队，
赴河南省兰考县、江西省井冈山市，以及
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中旗、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开展

活动，文艺工作者进村入户演出和慰问。
文化部组织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直

属艺术院团、中国美术馆和中国国家画
院等单位的 47 项文化文艺小分队，赴
19 个省近 70 个市、上百个村镇开展活
动。其中，艺术司组织慰问演出、艺术教
育、电影放映等活动 150 余场，非遗司组
织传统戏剧基层行、“文化进万家”送福
活动等 500 余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所属电
视台和艺术团已组织 28 支文化文艺小
分队，为基层老百姓送去了丰富多彩的
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光中影集团就为
陕西的农民观众放映了 2000 场电影。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了
44 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分赴陕西铜川耀
州区等 37 个地区开展慰问演出、辅导讲
座、展览展示、走访慰问等活动 150 余
场，直接惠及基层群众达 20 余万人。

精彩的文化文艺演出活动在全国各
地上演，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区、县全
面联动，从城市剧场到乡野田间全覆盖
的良好态势。

浙江省开展省级单位活动 90 项、各
市活动 1227 项，将“文化进万家”活动开
展到每个街道、乡村，做到了处处有活
动、时时有温暖。安徽省发挥乡土文化能
人的“地方军”作用，组织 1000 余支市、
县级文艺小分队，开展送演出、办春(村)
晚等文化活动 3000 余场。广东省书法小
分队组织开展义务挥春活动 200 多场
次，参与的书法家超过 200 人次，累计为
老百姓义务创作书法作品超过 15 万件。

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强音

这次“文化进万家”活动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紧紧围绕
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
展现新成就新气象，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1 月 8 日，中宣部、中央电视台文化
文艺小分队来到河南兰考，以蓝天为幕
布，以大地为舞台，面向群众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演出、慰问活动。雪后的兰考

初晴，寒冷的天气挡不住艺术家们的热
情，歌舞、相声、豫剧、魔术、民俗表
演……精彩演出让观众看得十分入迷。

“你在风沙肆虐的土地上奔走着，耸
起山一样的铁肩，用疼痛的肝脏堵住风
口，用奔涌的热血压住流沙的蔓延。啊，
我们的焦裕禄书记。”电视剧《焦裕禄》中
扮演焦裕禄的影视表演艺术家王洛勇，
在演出现场饱含深情地朗诵诗歌《高与
低》。“焦裕禄精神和他的人格魅力，不仅
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王洛勇说，通过
这首诗，我感到我们要脚踏实地做好自
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共创一
个幸福的中国家园。

在吉林省首个“新时代传习所”———
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新时代传习
所”，艺术家与基层宣讲员通过诗朗诵、
快板、二人转、歌曲等形式，深入宣传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广西“八桂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以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最

贴近生活的内容，生动解读“中国梦”“精
准脱贫”“乡村振兴”等党的十九大热词，
取得了明显的宣传实效。

河北组织编印了《讴歌新时代·共筑
中国梦———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春节文艺演唱材料》，免费赠送基层文
化单位 1 万多册，为各地开展春节文化
活动提供指导教材。

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为他
们送去生活用品、致富途径，成为此次
“文化进万家”活动的一大亮点。中宣部、
中国文联文化文艺小分队赴陕西省铜川
市耀州区开展慰问活动，并向当地赠送
了电视机、电脑等，带去了对基层群众的
关怀和温暖。在耀州区照金镇北梁红军
小学，艺术家向学校赠送了 5 台手风琴
和 550 册书籍。拿到礼物的孩子们兴奋
不已，艺术家们希望这些精心准备的礼
物为孩子们带来知识的启迪和艺术的享
受，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在陕西汉中西乡县、榆林子洲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文艺小
分队围绕“服务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主题开展活动，向当地赠送了 5 套
农村数字电影流动放映设备。

机动灵活，体现轻骑兵特色

这次“文化进万家”文化文艺小分
队活动学习乌兰牧骑经验，更多采取
“轻骑兵”方式，改变大舞台、大场面的
传统形式，精选一批机动精干、水平精
湛的优秀编导、演员等，机动灵活、覆
盖面广，找块空地就演，放下行头就
唱，真正和人民群众实现了面对面。

上海的各支小分队来到职工、军
人、儿童、环卫工人和快递员等不同群
体中间，在有限的条件下用心营造氛
围，丰富互动形式。他们不仅献上杂技、
魔术、相声、器乐等文艺节目，还带来了
玻璃马赛克镶嵌、非遗版画、写春联送
春联等体验活动；从食堂、营房，到会议
室、休息站，小分队的演出打破了剧场
的围墙，拉近了观演的距离，给观众带
来了浓浓春意。

浙江省文联文艺家志愿者服务总
团组织的 30 位书法家、10 位摄影家，
在浙江展览馆、杭州旅游景点“八少女
喷泉”前的武林广场上，为市民、游客
写福送春联，拍摄纪念照。从春运开
始，在萧山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旅
客集散地，浙江省舞协“温暖回家路”
舞蹈快闪小分队以舞蹈快闪表演与旅
客零距离互动，缓解农民工、游客返乡
的旅途疲劳，为游客带去十足的年味。

在开展常规表演、慰问活动形式
外，国家图书馆还拓展了数字服务活
动形式，联合江西省、重庆市图书馆到
贫困县开展“网络书香过大年”元旦春
节系列活动，进一步开展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让贫困地区百姓在家也享
受到图书馆文化资源。福建省组织开
展戏曲动漫进校园活动，将闽剧、梨园
戏、高甲戏等特色剧种剧目改编成动
漫，受到青少年群体的热烈欢迎。

由“送文化”到“种文化”，江苏省 6
家省级文艺志愿服务分队与徐州马庄
农民乐团等 6 家乡村艺术团队结对签
约，进行点对点、一对一的精准帮扶，推
动基层群众从单向的文化观众向文化
创造者进行转变。通过这种点对点的结
对帮扶，提高乡村文艺创作能力和水
平，激活乡村文艺细胞，真正让群众感
知文化魅力、享受文化实惠。

保持本色，扎根基层大舞台

为了将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食粮
送到广大百姓中去，这次活动以服务基
层群众为聚焦点，根据各地实际组织了
不同形式的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
充分发挥“红色文艺轻骑兵”优势。

中国剧协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
进革命老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河北省
石家庄市平山县岗南镇武家庄村，为村
民献上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具有
地方特色的选段和节目。

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演员们带着近
期新创的相声作品专场晚会《一路欢歌

与您同行》来到北京房山区长阳镇。
作品围绕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最
接地气的故事，带给大家欢笑的同时也
弘扬了社会正能量，让观众近距离欣赏
并感受到相声艺术的魅力。

西藏地广人稀，空气稀薄，到了冬
季更是高寒缺氧。当地小分队克服困
难，不顾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一到演出
地，就立即为干部群众进行文艺演出。
有些地方不具备演出条件，演出队选片
空地、拉上横幅就开始表演，有的地方
风雪覆盖了舞台，演出队就和群众一起
扫雪除雪，拉近了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距
离，磨炼了意志品质。

“农田上、校园中，皆是文艺工作者
的舞台。”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
任廖恳说，开展文化文艺小分队活动，
既为百姓提供了服务，也在交流中提高
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今后要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把
党的温暖送到每个老百姓的心中。

找块空地就演放下行头就唱，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来了！
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文化进万家”文化文艺小分队活动综述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
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的重大举措，必将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对我们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
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
面深化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
保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历史性变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面对新
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
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
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还不完全适应。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
存在的障碍和弊端，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变得日益迫切和重要。“事之当革，若
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必须深刻认识到，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长期执
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
其中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国家治理
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发
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征程上，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
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方能破除制约发展
的突出体制机制障碍，从根本上破解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确保通过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
进。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
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
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目标。建设好这五个体系，有利于推动人大、政
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
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
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建设具有管根本、
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既要立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保障，又要着眼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重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
制问题，打基础、立支柱、定架构，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有
利条件。坚定不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
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必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为开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激发强大动力。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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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经中央军
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写了《军
委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日前由解放军
出版社出版，印发全军。

《读本》共 8 讲，系统阐述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重大意义，阐
释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形成发展、本质内

涵、独特优势，阐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的体制机制保障、实践要
求、落实责任等基本问题，是学习贯彻
中央军委《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的意见》的配套读物，是各级开
展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的基本教
材。

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发出通知，要
求各级认真组织好《读本》的学习使用，
突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重
点，着力强化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的高度自觉和实际能力。全军部队
要把学习《读本》与激励官兵履行新时代
军队使命任务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官兵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聚力推进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和练兵备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努力奋斗。

《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印发全军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摘编》
(中、英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在国内
外出版发行。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式上，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在
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帮助国内外读
者学习了解这一重要文献的主要内容和
丰富内涵，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会同新华通讯社、中国外文出版
发行事业局编辑了本书。

《报告摘编》正文摘自十九大报
告，共分为 16 个章节，充分反映了十
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充分反映了十九大提出
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
大举措。《报告摘编》内容精炼、结构清

晰、可读性强，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深
化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理解，有助于国际
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
念、执政方略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内
外政策。

据悉，该书法、俄、阿、西、葡、德、日
等版本，将于近期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十九大报告摘编》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 2 月 1 日，演员佟丽娅为群众演唱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当日，“我们
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文化文艺小分队来到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慰问演出，
艺术家们用精彩的演出为革命老区的群众带来精神盛宴。新华社发（张博文摄）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
部署。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坚决拥护，大家
认为，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
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
能，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
变革。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一些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为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
全会指出，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
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属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瞿家茂表示，两个“还不完
全适应”体现了中央在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上，坚持问题导向，抓“牛鼻子”、
啃“硬骨头”，统筹党政军群、抓总管总，
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将成为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一个里程碑。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广大党员干部认为，全会对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作了明确，必将
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宋世明表示，将要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一场全方位、战略性的组织变革，不
再是单纯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是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再是单纯的政
府机构改革，而是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
革；不再是单纯的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而是构建现代化
的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团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于璐
娴对全会提出的形成“联系广泛、服务群

众的群团工作体系”印象深刻：“作为团
中央机关改革后的一名挂职干部，我备
受鼓舞，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改革的目标一定能
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必
将愈发凸显。”

全会提出，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
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对此，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
理学院执行院长杜海峰认为，在改革中，
一方面要进一步理清央地机构的职责和
任务目标，加强中央机构的领导和权威；
另一方面，中央机构在制定相应的制度、
政策，出台相应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地区
差异、发展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指
导和更有针对性考核。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个系统
工程。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副局长左宣表
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
方案，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
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都将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组织部门责无旁贷，要

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坚强有
力的组织保证，在推动落实改革方案
的实施上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浙江仙居县委书记林虹表示，对
于基层而言，就是要迅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
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以改革破除沉
疴顽疾，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然要求，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
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
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革，确
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
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把 思 想 和 行 动 统 一 到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上 来
广大党员干部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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