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省成都市，来自云南的大学毕业生梁永兰（左）在青
年人才驿站办理入住手续。成都的人才驿站为“蓉漂”们提供
了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一列动车组列车从河南郑州东站附近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中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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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没想到两千年前中国人就对环
保有这样的理解和概念，这是我
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古代中国”专题展上，迪拜
中阿卫视记者馨玥这样说道。

21日上午，近百名前来参加
中共十九大新闻报道的中外记
者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采
访。一身红色套装，身高近一米
八的馨玥在人群里颇受关注。

27岁的馨玥来自埃及，从小
喜爱中国文化，不仅能说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还热爱书法，曾经
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埃及赛区选拔赛第一名。
作为迪拜中阿卫视在中国的首
席记者，她曾参与过“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的报道。

此次中共十九大采访期间，
她报名参加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采访活动，参观了“古代中国”

“复兴之路”以及“秦汉文明展”
三个展览。

尽管已经对中国十分熟悉，
但此次国博之旅仍让她兴奋不
已。“今天亲眼看到中国一路走
来的历史，真的非常不容易，我
为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感到非
常高兴。现在我所亲眼看到的
中国已经是非常强大的。我认
为自己正在见证奇迹。”她说。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陈成军介绍，这三个展览是国博
最重要的陈列，其中“古代中国”
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复兴之路”展示了一百年来中
国历代仁人志士带领各阶层逐

渐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而“秦
汉文明展”则是国博今年推出的
重量级展览，介绍了秦汉时期中
国领先世界的文化实力。

据介绍，总建筑面积近20万
平方米的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
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藏
品近 140 万件。很多外国记者
表示，此次展览让他们更好地认
识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复兴之
路和中国发展的理念和政策。

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记者
蔡维卡表示，通过此次展览，他
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历史。“我看
到中华民族在过去经历了很大
的苦难，也见证了中国如何发展
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次展览
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
策以及中国成功的秘密。”

来自加纳广播公司的阿伊
对记者表示，通过这次国博之
旅，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开端，
也更加了解为何中国选择了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当人们对一个体系不了解
时，往往会带有偏见。但是此番
来到中国，通过自己的观察，我
看到中国现在的体系是如何有
效运作的。我会通过报道让更
多非洲读者了解中国。今天的
展览让像我一样的外国记者能
够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历史脉络
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更加理
解中国。”他说。

来自赞比亚《每日邮报》的
卡佩亚表示，这次展览不仅让她
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和中国的政
策，也让她感受到中国在文化保
护方面所作的努力。

外国记者眼中的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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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中国铁路枢纽。以其为
中心，四通八达的铁轨在神州
大地正画出巨大“米”字，一个
覆盖逾7亿人的两小时高铁网
业已构建。

郑州东站，服装批发个体
户李华杰登上驶往北京的“复
兴号”动车组列车。一声长鸣，

“复兴号”启动，迅即加速，风驰
电掣……

“离家更近，离梦想更近，
离美好生活更近……”乘上时
代列车的李华杰道出心中深切
的感受。

十九大报告提出，既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宏伟蓝图，极大地鼓
舞了全国人民新时代创造幸福
生活、实现美好梦想的信念与
斗志。

感念与憧憬：政策暖人心
宣示添信心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人
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
事，听了真觉着暖心。”内蒙古
包头市北梁新区71岁老人尚保
全说。

3 年前，他们一家从 36 平
方米土房搬迁到现在的两室一
厅，“算上政府补贴，房子等于
没花钱”。尚保全回忆，以前住
的棚户区是屋里人挤人，外面
房挤房，雨天泥水路不通，冬天

拉煤进不去。
“现在连做梦都在笑”。老

人说，“党和政府让我实现了几
十年的梦想，相信十九大以后，
大伙儿加油干，日子会更好。”

“扶贫攻坚春风来，修路种
养建新宅，大人娃儿乐开怀
……”这首新民谣传唱于地处
秦巴山区的四川省达州市通川
区青宁乡天断村。天断村山高
地贫、交通闭塞，长期与世隔
绝，过去是远近闻名的穷村。
这两年，“第一书记”贾云龙带
领大家制定“修路、建渠、搞产
业”三大措施“拔穷根”。记者
眼里的天断村，有了通乡公路、
图书室、塑胶篮球场、健身广场
……

十九大报告宣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并给出具体时
间表，振奋人心。

贾云龙说：“十九大报告中
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
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
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极大
激发了我们带领群众奔小康的
信心。”

喜悦与希望：保障覆全民
教育冠民生

山西同家梁煤矿有着近80
年历史。由于资源枯竭，去年
关闭退出，成为当年山西省转
岗职工人数最多的煤矿。

张喜顺就是其中之一。他
被安排到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从老矿来到千万吨级现
代化矿井，自动化程度提高，劳
动强度明显减少，但面对新环
境、新工艺，当然也有很大压
力。”张喜顺介绍，党和政府不

仅解决了他们的转岗再就业，
而且及时组织培训学习，党员
干部结对帮扶。现在，收入不
降反增，感觉日子又有了奔头、
有了希望。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真正体现了
党对群众的关怀。”张喜顺满心
喜悦。

近日，位于成都天府三街
的人才驿站全新升级，用酒店
标间的所有配套设施和服务，
为“蓉漂”们提供更舒适的居住
环境。这是成都实施《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一个
缩影。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四川省就业局局长黄晓东
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供
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
多渠道就业创业。这为我们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
供了重要遵循。”

对十九大报告中将教育摆
在各项民生工作的优先位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周秀平大喜
过望。

“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
将为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
题，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提供有力支撑。”周秀平说。

激励与奋斗：为美好守护
为幸福创造

十九大报告“建设生态文
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 计 ”的 论 述 ，在“ 中 华 水
塔”——青海三江源干部群众

中引发强烈共鸣。
“通过对三江源的有效保

护，我们感到，美好的生活环境
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我们应
该自觉守护。”三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表示，将按
照十九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创
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有
序扩大社会参与，建成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先行
区。

几天前，中国首个重组埃
博拉病毒病疫苗获批注册，成
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可供使用
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的国家。
而有望于年底投入使用的武汉
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对相关学
科的研究，对我国进行新发传
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守护人民
健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完善国
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为我
们的科研和攻关指明了方向。”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全党要关心和爱护
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
建舞台”……习近平同志在十
九大报告中的讲话，让深秋的
东北大学校园热流涌动。

2014级自动化专业学生赵
夕煜说：“要振兴东北，必须发
展高科技产业，必须要有人才
支撑。我在东北长大，深爱这
片土地，毕业后我一定留在家
乡，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的机遇，加入到众人努力的
洪流中，让这片土地重新热起
来，创造新的幸福生活，不辜负
十九大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
望。”

民生美景令人憧憬 美好生活召唤奋斗
——来自基层蹲点现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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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国际社会引发高度
关注，中国共产党理论继承、创
新、发展能力赢得广泛赞誉。

新时代需要新思想引领

菲律宾《马尼拉旗帜报》报道
说，在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在
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注重历史传承，更强调与时
俱进。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的论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
中国现实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
长盖琳认为，中华民族久经磨难
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
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
前景。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中
国共产党提出新概念和新要求，
做出新部署。

埃及商会联合会秘书长阿
拉·伊兹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中国
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
新，这一思想必将引领中国共产
党继续走在时代前沿。”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印
象深刻。他说，新时代意味着中
国走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处在新的历史
定位，需要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新
的思想引领。

理论创新助力持续进步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伊沃娜·拉杰瓦茨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
正确判断，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最
好的选择。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说，中国
共产党极为重视理论发展。以理
论创新指导治国理政实践，推动

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力量持续
上升。五年来的辉煌成就足以证
明，理论创新是成功的有力保证。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
授、中国问题专家内莱·诺伊塞尔
特认为，理论创新是对现有思想
理论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
认识到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开展
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出
中国共产党注重与时俱进，并对
社会期待和人民需求做出回应。

在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
所原所长杜进森眼中，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
着中国迎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
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家
实践相结合，注重与时俱进，注重
理论创新，确保治国理政指导思
想满足社会发展阶段需求。

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说，中国共产党勾勒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蓝图，伟大目标的实

现需要中国增强对自己道路、理
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
席研究员埃列奥诺拉·皮沃瓦罗
娃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
中国发展的“秘诀”，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进一
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
步。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中
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米尔顿·雷
耶斯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
要理论创新，是在政治、经济、社
会、意识形态和环保理念等层面
全方位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这一重要思想将引领中国发展，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在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国际关
系大学教授马查理亚·穆内内看
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
出的信号，宣示中国共产党更加
自信和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将会更为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白天花团锦簇，夜晚熠熠生辉！10 月 21 日，北京夜色璀璨，
天安门广场上，喜迎十九大的巨型花坛美轮美奂。

10 月 21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养老服务中心，记者们被一台
服务型机器人吸引。当日，几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记者走
进北京朝阳区，了解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为中国式养老服务
点赞，表示“很受启发”。

正在讨论十九大报告的代表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