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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首先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
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在日益
复杂的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一系列
事关党的领导、旗帜道路，事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
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
临的斗争任务，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年
轻干部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头
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做到在各
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

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方向决定前途。共产党人的斗争

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
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无数事实都证明，削弱、否定党的领
导，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人民就会步入
苦难。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凡是党中
央有权威、党团结统一的时候，党就能
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攻坚克
难，反之则会遭受挫折。正因如此，凡
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

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
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
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
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
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
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形势决定任务。我们共产党人的
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
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
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
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
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
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

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
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
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
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
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
国，何事不敢为？身处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在哪个岗位就把哪个
岗位的事情干好，履行什么职责就把这
个职责完成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胜
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在新的
伟大斗争中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人民日报 9 月 5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把准斗争方向 明确斗争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9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
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于2019年
12月20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选举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关于澳
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产
生过程的汇报。

李克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
说，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
举是依法进行的，完全符合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贺一诚先生
高票当选，反映了澳门社会各界对贺一
诚先生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李克强说，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2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
力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人民安居乐业，“一国两制”在澳门成
功实践，并展示出许多特色和亮点。澳
门发展同祖国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给澳门带来新的重大机
遇。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决贯彻落实“一
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
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相信贺一诚
先生就任行政长官后，一定会团结带领
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澳门各界

人士，不断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谱写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国务院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
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
政长官的国务院第719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刘鹤，
国务委员王勇、肖捷以及国务院全体会
议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韩正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9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
稳”工作；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
短板扩内需。

会议指出，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当前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增强紧迫感，主动作为，把做好

“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办
好自己的事，用好逆周期调节政策工
具，在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基础上，梳理
重点领域关键问题精准施策。要多措
并举稳就业，抓紧推进高职院校扩招
100万人和运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结余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等工
作，研究进一步增加高职、技校招生规
模和技能培训资金规模。保持物价总
体稳定，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适时
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要切实
落实简政减税降费措施，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着眼补短
板、惠民生、增后劲，进一步扩大有效投
资，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确
保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10月底前全
部拨付到项目上，督促各地尽快形成实
物工作量。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
适时预调微调，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
水平的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
降准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完善考
核激励机制，将资金更多用于普惠金

融，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要压实责任，增强做好

“六稳”工作的合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为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会议确定，一是根据地方重大项目
建设需要，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
债部分新增额度，确保明年初即可使
用见效，并扩大使用范围，重点用于铁
路、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
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
施等能源项目，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
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冷链物
流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
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置换债务以

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二
是将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明
确为符合上述重点投向的重大基础设
施领域。以省为单位，专项债资金用
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
规模的比例可为20%左右。三是加强
项目管理，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按照“资金跟项目走”的要求，专项债
额度向手续完备、前期工作准备充分
的项目倾斜，优先考虑发行使用好的
地区和今冬明春具备施工条件的地
区。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项目储
备，项目必须有收益，要优选经济社会
效益比较明显、群众期盼、迟早要干的
项目，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确保项
目建设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
■ 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 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

9月12日至15日，第八届重庆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本届文博会展览面积达6
万平方米，共设5个主题展馆，其中，N3
馆为国家文化传统工艺馆。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市民可在
N3馆购买到故宫博物院的系列文创产
品，也可以现场了解蜀绣、蚕丝画等工
艺的制作技法，感悟中国传统手工艺的
精巧绝伦。

购故宫爆款彩妆文创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将首次参与
重庆文博会。在本届文博会上，故宫
博物院展厅面积达180平方米，外观
大气典雅。效果图显示，展厅外观主
色调为朱红色，与故宫博物院朱红色
的宫墙相契合，细节装饰也充满了古
典气息。

进入展厅，市民将欣赏到众多爆款
故宫文创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该展厅
将展出故宫博物院与化妆艺术大师毛
戈平合作的联名系列彩妆，该系列彩妆
的颜值、色号和质量均受到好评。

除了逛故宫博物院展厅，在N3馆，
市民还可以欣赏到山神漆器、渝派核
雕、雕塑彩绘、荣昌陶艺等工艺品。

赏蜀绣和蚕丝画

“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
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歌

手李宇春的一首《蜀绣》，让更多人知道
了巴蜀大地上这一刺绣传统工艺。该
工艺在丝绸或其他织物上采用蚕丝线
绣出花纹图案，以其明丽清秀的色彩和

精湛细腻的针法而闻名。
在N3馆，市民不仅可以欣赏蜀绣

工艺品，还能看到绣娘展示蜀绣技法，
了解蜀绣文化。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伊飞蜀绣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
将带来80多件、约30余种蜀绣作品参
展，包括双面绣、中式隔断屏风以及装
饰画等。

除了蜀绣之外，蚕丝画也令人称
奇。制作蚕丝画，要通过镊子、针、竹片
等工具，运用绘、漂、铺、迭、堆等多种技
术手法，将细细的蚕丝粘贴在丝绸上，
从而展现作品内容和主题，可谓别具一
格。届时市民可前来见识蚕丝画制作
工艺。

听古琴曼妙旋律

据了解，文博会期间，国家文化传
统工艺馆将为市民呈现一场传统文化
与健康养身的知识沙龙。

位于该馆的禅茶文化体验展演区，
每天都有专业的茶艺师进行茶艺表演，
并现场讲授如何冲泡不同的茶、不同茶
类用何种茶具等知识。

此外，该馆还有八荒琴院的专业老
师分享古琴知识并弹奏古琴，为市民带
来高山流水般的古韵。

颇具创意的故宫文创、工艺精湛的蜀绣、悠扬婉转的古琴

来重庆文博会细品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赵迎昭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师。聋哑
女孩王雅妮向总书记弯了弯大拇指，用哑语表示“谢
谢”。习近平总书记笑容可掬地跟着学：“伸大拇指
是‘好’，弯一弯是‘谢谢’。”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
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
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温暖。”总书记这样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孤残儿童保障工作持续
加强，特殊教育实现更快更好发展。来自四面八方
的爱心汇聚，为这一特殊群体照亮前行的路。如今
的王雅妮实现了梦想，成了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老
师。而孤儿、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也正在得到
全社会更多的关怀，受到更好的教育。

特别的爸爸妈妈，筑起我的“新家”

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
院。

“宝宝们，起床啦。”高美丽轻声唤醒睡梦中的四
个孩子，在他们脸上各亲了一大口，然后有条不紊地
给孩子们穿衣洗漱，喂他们吃早饭。

高美丽家的早晨，看起来和其他人家一样平常
又温馨。家里四个孩子，最大的不到3岁，最小的只
有1岁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美丽夫妇和这
些孩子们并无血缘关系，他们是生活在福利院的模
拟家庭。

这四个孩子中三个患有中重度智力障碍，另一
个因早产而发育迟缓。“3岁以前，这些孩子处于建
立母婴依恋的关键期，需要有爸爸妈妈的精心照顾，
我和我爱人充当了孩子父母的角色，给他们完整的
家庭关怀。”高美丽说。

丁丁（化名）是高美丽家最小的孩子，因发育迟
缓，1岁半的她看上去只有七八个月大。每天早上，
特教老师都到模拟家庭将丁丁和哥哥姐姐们接去上
婴幼儿抚育课程。经过半年的学习，丁丁已经学会
了简单的对话，每天下课回家，都开心地叫着“妈
妈”。

在山西省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17岁的小刚
（化名）已经在“家”里生活了5年。2014年，福利院
聘请了10对夫妻，与孤残儿童们组成了10个家庭。

小刚从小性格敏感，脾气容易急躁，刚进入模拟
家庭时很不适应，总和“爸爸妈妈”吵架，嫌他们管教太多。但慢慢地，小刚体会
到了父母的用心：“他们是怎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是怎么对我的。生亲不如
养亲，养育之情一辈子都割不断。”

过去，我国孤残儿童养育模式主要有机构集中供养和家庭寄养两种。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专项规划累计投入近20亿元用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
童福利机构建设。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模拟家庭”养育模式，让孤残儿童在家庭
环境里成长。

特殊的园丁，灌溉最美的花

在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里，13岁的一一（化名）是个看着会让人有些害
怕的孩子。这个男孩半边脸长满了血管瘤，还患有癫痫，智力发育不全。

2016年，福利院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该让哪个老师带一一却成了问题。
他的情绪不稳定，动辄就哭闹，在地上打滚，癫痫也随时可能发作。能照顾

好他吗？不少老师心里打鼓。
“那天，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荡秋千，他居然笑了，还冲着我笑了一下。”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王炜心想，或许自己和这个孩子有缘。“我是学特殊教育专业
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带好他。”她主动请缨，让一一进入了自己的班级。

从此，王炜上课再也不能穿裙子了，常年穿着牛仔裤，因为一一随时可能会
跑掉，她要跑得更快把他追回来。

每次来到学校，一一就不停地哭，要不就在地上打滚、撕书，哄也哄不好，训
他更是不管用。王炜观察发现，一一喜欢玩纸盒子，喜欢荡秋千。靠着这两样法
宝，王炜俘获了一一的心。每当他能执行指令时，王炜就奖励他玩纸盒子。

慢慢地，一一出去会主动拉王炜的手，再后来，会主动让她抱。他一点一滴
的成长，王炜都记录了下来：

2016年6月，一一可以清晰地发出“爸爸”“妈妈”“奶奶”“哥哥”这几个音
了。

2017年2月，看，一一帮同学推着轮椅！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帮助别的同学，
瞧他笑的，好开心啊！

2019年6月，一一能在规定地方涂色，能在老师语言的提示下擦桌子、放椅
子、洗杯子、扫地、拖地、洗水果……

“和他们在一起，我有时是老师、有时是姐姐、有时是妈妈。”如今25岁的王
炜还未结婚，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倾注了绵绵的母爱，“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个心灵唤醒另一个心灵，只要我们用爱浇灌，花儿必将自开。”

近年来，我国残疾学生受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国家出台并全面实施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基本实现30万人口以上且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区）都有一所
特殊教育学校。随着国家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大，教师数量持续增
加，教师学历和专业素养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特殊的我，有特别的精彩

在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容教室内，王雅妮认真地为一位模特进行
面部护理，七八名学生围在她的周围，聚精会神地观察她完成每一个步骤。王雅
妮用手语进行讲解，学生们则用手语进行提问。

站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这是王雅妮从小的梦想。但一个聋哑人也可以有
梦想，也可以当老师吗？她一度不自信。

2014年，王雅妮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
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师时，鼓励王雅妮好好学习，学业有成。

她更加坚定了理想。2017年9月，她从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
去了一所美容学校进修。最终，她又回到了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美容教师。

“谢谢”是王雅妮最常用的手语动作。感受着社会温暖长大的王雅妮，正将
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残疾儿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全国共有特殊教
育学校2152所、专任教师5.87万人，近年来均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更多特殊
的孩子们拥有了让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的贵州省遵义市，已举办了两届特殊
教育学生艺术节。在艺术节上，这些孩子们载歌载舞，同样光鲜夺目。人们看
到，残疾孩子也如此优秀，他们不再默默成长于某个角落，也可以是聚光灯下的
主角。

此前就读于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穆洪波，现进入北京联合大学，主攻钢琴
调律；同样从该校走出的蔡丽雯，成为国家残疾人游泳队运动员，并站上了里约残
奥会的领奖台。在党中央的关心下，这些特殊的孩子，正在绽放着特别的精彩。

（执笔记者赵东辉、王菲菲，参与采写:魏婧宇、骆飞、胡浩、罗争光、初杭）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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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2019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赫尔辛基香山旅游峰会在芬兰举
行，吸引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近百个城市参会，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潘毅琴出
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记者 韩毅）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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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展厅内部效果图。 （重庆文博会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