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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施雨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

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新时代10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

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

昂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

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

北京展览馆，正在举行的“奋进新时

代”主题成就展自开幕以来吸引了社会各

界踊跃参观。

展厅内，精彩纷呈的实物展陈和图文

并茂的全媒展示，铺展开新时代气象万千

的宏阔画卷，让人们深切体会到神州大地

处处涌动的生机与活力。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

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兵认为，新时代新

征程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冬日的黄山，依然有不少游客，但很少

有人注意到一位皮肤黝黑的汉子头顶安全

帽、拽着安全绳，在悬崖峭壁间捡拾垃圾。

他就是“中国好人”李培生，在黄山风

景区从事环卫保洁工作，20多年来每天重

复着同样动作，累计放绳长度相当于 200
多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守护美丽风景的人，自己就是新时代

的一道美丽风景。

10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

播，涌现出许许多多“中国好人”、全国道德

模范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

己的光和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

勤俭节约精神，让我对自己的坚守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李培生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

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思

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

清晨，阳光穿透薄雾照亮在赛汉塔拉

镇上，唤醒了这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小镇。乌兰牧骑的大

巴车迎着朝阳驶入广袤的草原，为牧民送

去歌声与欢乐。

“每次看到农牧民群众这么喜欢乌兰

牧骑的歌曲，我对习近平总书记 5年前给

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中说的‘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这句话体会就更深。”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前队长孟克说，只有

深入到群众中，才能创作出接地气、传得开

的艺术作品。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守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10年来，我国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书写着生生不息

的人民史诗，唱响了嘹亮的“新时代之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

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

代的命题。

初冬北京，中央歌剧院内群星璀璨、暖

意融融，“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大幕开启。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35位获奖者在庄

重盛大的颁奖礼上领受这一中国文学的崇

高荣誉。广大读者和观众通过电视、网络

等媒介，共享文学的荣光，感受新时代中国

文学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崭新气象。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表示，艺术

创造要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

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展现更为强

大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新时代文学从“高

原”迈向“高峰”。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盛世修

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带来

一场文化盛宴。

利用最新科技赋能，千古丹青数字新

生，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跨越时空，在光

影中“活起来”，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也有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全球化传播、共享与深度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

文艺创新的宝藏。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认为，要

坚持守正创新，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

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

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开

拓中国文艺新境界。

增强实现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

11月25日，我国迄今水下考古发现的

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

由“奋力”轮护送从长江口横沙水域返回黄

浦江畔，“安家”于拥有 120余年历史的上

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工作所展示的中

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将成为中国水

下考古的里程碑。”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放眼中华大地，10年来，我国推进了

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者的

辛勤努力，不仅是为了揭示一段段尘封的

历史，更是为了一个高远的目标——

我们的祖先们，千百年来在这片热土

上生生不息、繁衍壮大，把火热的生产生活

实践镌刻成历史、积淀成文明。遍布于中

华大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便是民族延绵不

绝、蓬勃发展的见证。考古工作者的双手

拂去岁月的尘埃，揭示中华儿女文化自信

的基石所在。

浙江良渚，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文润阁”尽显宋韵之美。观众们走进一个

个展厅，领略文化之美。

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2022
年 7月底，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这

座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充分体现着我

们党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汲取

历史智慧更好走向未来的历史主动。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

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

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日前，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

《复兴文库》正式出版发行，已经出版的三编

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字里行间回响

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

“通过编纂出版这部文库，希望把中华

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引导人

们从历史中借鉴和汲取智慧营养，认识和

把握规律、看清发展潮流，坚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复兴文库》总

主编金冲及说。

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新征程

上，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坚定前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磅礴

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在深刻领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之文化篇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上海市兴业路上，中共一大会址所在

的石库门建筑古朴庄重。乌漆木门、砖红

雕花门楣、朱红窗棂，历经百余年，依然给

人以风华正茂的全新之感。这里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感悟初心使命

的“现场课堂”。

11月 7日下午，上海市体育局机关第

三党支部、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党总支

约 50人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参

加“二十大代表讲二十大”专题党课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讲人是党的二十大代

表、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

宇。还在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时，就有不

少机关单位联系她，希望第一时间听到她

的参会体会，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回到上海，杨宇对会场上记的笔记做

了进一步整理。精心准备的PPT内容丰

富：“速读”报告，了解大会日程、主题、主

要成果；“数读”报告，提炼 9个数字对报

告划出重点；回顾走上二十大“党代表通

道”的经历，讲述使命与荣光……

下午 2点，报告厅的电子大屏幕上显

示出杨宇的宣讲主题：从初心始发地踏上

赶考新征程。

宣讲伊始，杨宇调出一张表格，上面

列出了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党员人数、党代

表人数的发展变化：中共一大召开时，全

国党员50多名，党代表13名；到中共二十

大，当年那个幼小的政党已拥有 9600多

万名党员，党代表2296名。

“增长的数字，见证着我们党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的光荣历史。如今，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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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二十大，为党和国

家的事业标注新的历史坐标。”杨宇说。

成就鼓舞人心。当杨宇讲到备受关

注的报告热词“中国式现代化”时，上海市

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处长余诗平感

触尤为深切。“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也是我们投身体育事业建设的应有

之义。”笔记中，余诗平也写下自己的思

考：在上海都市型体育建设中，注重融合

发展，向“体育+”转变，与教育、文化、商业

结合，更好带动全民健身……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我们要切实以

创新精神推动工作实践，以实际行动把美

好蓝图变成现实图景。”上海市体育训练

基地管理中心主任陆晴说，基地中心正积

极磨炼“内功”，以顶尖设施和专业服务保

障运动队训练，同时注重体育社会效益，

以专业场馆服务周边居民、助力全民健

身。

在学习报告的过程中，上海市体育局

“90后”党员路宁表示，更加增强了青年一

代的使命感。“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报告中的话让

人振奋，也提醒我发扬拼搏精神，脚踏实

地工作。”

通过宣讲，杨宇自己也在不断加深对

二十大精神的理解。“我们各行各业的人

都能在报告中找到自己前行的着力点，也

正因为大家同向而行，党和国家的事业不

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杨宇说。

如今，贴在杨宇办公桌前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日程表已经攒了一叠：第一场，上

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第六场，上海市

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第七场，上

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纪念馆“二十大

代表讲二十大”专题党课自11月1日开讲

以来，预约已迅速排到了12月。

1个小时的宣讲结束后，路宁和同事

们意犹未尽地走出报告厅，来到中共一大

会址旁的宣誓大厅，面向党旗，举起右拳，

身边是一大代表群像浮雕。

路宁说：“真想把二十大报告中所总

结的历史成就读给这些革命先辈听，告诉

他们，这十年，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

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三件大事，他们的初心使命在传承、他们

的奋斗精神在发扬光大。”

（新华社上海11月28日电）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他们的初心使命在传承”
——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宣讲二十大精神的专题党课

11 月 7 日，“二十大代表讲二十大”专题党课活动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

举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因为疫情，今年读高三的儿子只能

在家上网课，但是儿子却总是沉迷于打

游戏，劝也不听，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一位宁夏中卫市的母亲无奈之下拨

打了当地的心理咨询热线。很快有专业

人员和她对接并给孩子进行了辅导，现

在孩子的学习状态好多了，母亲也没那

么焦虑了。

心理咨询师提供电话服务，是中卫

市针对抗疫中出现的情绪问题，主动作

为开辟的新服务领域之一。宁夏共开通

了500多条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帮助各类

人群缓解不良情绪，化解心理危机，在及

时有效疏导情绪和减轻疫情期间群众心

理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疫情中，和那位打电话的母亲求

助的情况类似，有些人在上网课、远程办

公、小区封控、足不出户等境遇中遇到了

新问题。在和疫情的遭遇战中，人们难

免有心理压力。对有困难的群众要提供

耐心的引导、细心的服务，以及有爱心的

关怀，巩固抗疫中的心理防线，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一些冲

击，面对疫情复杂变化，各地各部门要更

加耐心纾解群众的情绪。抗疫斗争具有

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需要倾听群众

心声，耐心解决群众问题，积极主动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比如疫情严重地区更加

注重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物流配送

畅通，人们就多些安稳；加强信息发布，

沟通交流顺畅，群众就少些紧张。

心理疏导要细心解决老百姓在疫情

防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把工作做细做

实、设身处地体会不同群体的冷暖安危

和差异化诉求，会让心理疏导起到更好

效果。比如不少地方帮助核酸检测阳性

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减轻心理压力，有

利于尽快康复；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

体，加大关心与帮助力度；对日夜坚守奋

战一线的防疫人员，做好保障，尽力解决

后顾之忧。

做好心理疏导，有效化解不良情绪，

还要在工作中有更多的爱心。从近三年

的抗疫实践中，各方也逐渐总结出一些

有助于群众减轻心理焦虑的人性化、便

利化的服务。比如专门为隔离观察人员

或黄码人员提供诊疗服务的“黄码医

院”、多地多部门设立投诉平台和热线电

话及时推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开通

“在线心理援助+心理辅导热线”等。做

好这些保障工作，能将真情和暖意切实

传递到每一个人，让群众感觉到贴心方

便，进而安心。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好思想

引导和心理疏导。凝心方能聚力。抗疫

中的心理疏导跟得上、做到位，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我

们一定能够尽快打赢抗疫的大仗硬仗。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抗疫需要耐心、细心，更要有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