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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在全国教育系统广大干部
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教育部党组日前发出 《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各地教
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迅速组织
学习讨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
义。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决胜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战略高度，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全国
教育战线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教育改革发展的
新要求新任务上来，办好公平优
质、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实现教
育现代化积聚强大合力，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高屋建瓴、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是又一篇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
辉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第一时
间召开党委、党支部会议，组织
收听收看新闻报道，迅速将讲话
上传到机关党建网、校园网、师
生微信群，通过各种形式及时传
达、认真学习、广泛讨论、深入
交流。

通过学习，教育系统广大干
部师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是又一篇闪耀着马克思
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说，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前世情国情
党情，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未来
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
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为党的十九
大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全校师生员工将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即
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要提出具
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
动纲领，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
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
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是从推
进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谋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维
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
了党的十九大应当承担的历史重
任。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深深感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
内涵和重大意义。作为高职院
校，我们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
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地
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位。”新
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冯国凡
告诉记者。

根据教育部党组部署，浙江
省嘉兴市教育局迅速宣传、迅速
发动、迅速学习，第一时间在

“嘉兴教育发布”新媒体联盟上
转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嘉兴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
育局局长周建新说，作为党的诞
生地，嘉兴教育系统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与弘
扬“红船精神”、打造教育铁军
相结合，当好红船精神“护旗
手”，勇做教育改革“弄潮儿”，
争当教育创新“领跑者”。

山东省高密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杜启强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决胜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战略高度，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重大举措，为教育改革
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
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我们一定认
真领会、深入贯彻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真正扛起责任，创新思
路、奋发作为，努力办好公平优
质、人民满意的教育。”

新疆吐鲁番市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教育局党组书记陈锦说，

吐鲁番市教育系统将利用中心组
学习、支部学习、工作例会学习以
及自学等方式原原本本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计划通过
作报告、谈体会、写心得、走访入
户宣讲等方式学深学透学扎实。
全市教育系统广大师生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
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地
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位。

“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征程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
庄严承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语坚定铿锵。

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师生认
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着眼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过了很不
平凡的 5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创造新的
辉煌。 （下转第二版）

高举伟大旗帜 不负人民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在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沙场大点兵 铁军壮国威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 7 月 30 日
电 （记者 曹智 李宣良 梅世雄）
铭记光辉历史，推进强国强军。7 月
30 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
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
并发表重要讲话。

盛夏的草原极目青天，火热的
沙场鼓角铮鸣。检阅台前，“1927—
2017”字样十分醒目。12000 名受
阅官兵、600 多台受阅车辆装备集
结列阵，犹如钢铁长城巍然屹立。
100 多架战机在 6 个机场整装编队。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
军 节 为 主 题 的 盛 大 阅 兵 ， 是 野 战
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
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
相。

9 时整，阅兵开始，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习近平
登上检阅车，行至阅兵道。阅兵总指
挥、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报告受阅
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
的命令。

在激昂的阅兵曲声中，习近平乘
车依次检阅护旗方队、人员方阵、装
备方队。“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
了！”习近平向受阅部队表示亲切问
候。“主席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
的回答声震长空。习近平乘检阅车返
回检阅台时，受阅官兵齐声高呼：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铁阵如山，口号如潮。

军旗跟着党旗走，军旗拱卫国旗
行。护旗方队徐徐驶来，拉开了阅兵
分列式的序幕。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旗，在200余名官兵护卫下
迎风招展。

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41 架
直升机组成“八一”标识和“90”
字样，飞临检阅台上空，象征着人民
军队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

铁甲奔涌，战鹰呼啸。34 个地
面方队和空中梯队，组成陆上作战
群、信息作战群、特种作战群、防空
反导作战群、海上作战群、空中作战
群、综合保障群、反恐维稳群、战略
打击群 9 个作战群，按作战编组依次
通过检阅台。（下转第四版）

7 月 30 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乘车检阅部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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