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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
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群众方阵前，以中共中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
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
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
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
敬献的 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
花篮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
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
曲，18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摆
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随后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

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
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
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
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
理花篮缎带。接着，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
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顺应浩浩荡荡的时代
潮流，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
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
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昂首前行。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
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

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
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
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中
央党校第 16 期县委书记研修班
学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
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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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英烈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用奋斗成就复兴伟业

➡ 详见第三版

刚刚闭幕的全国教育大会，
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会议用“九个坚
持”，梳理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
系，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
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
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重要
论述的集大成，为新时代教育改
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
彻大会精神，最重要的是全面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更好地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是深刻理解加强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要
求。我国有 51 万多所学校、2.7 亿名在校学生、1600 多万
名教师，教育体量世界最大，但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
发展还不平衡，群众的教育需求差异很大。如何运行好、
发展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特别是教育对国家和民族
来说，利在当代、关乎未来，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加强党的领导尤为重要。要始终坚持党管办学方
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
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使教育领域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
地。
二是深刻理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是育人
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习近平总书记把劳动
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
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并从六个方面对如何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党的教育理论的重
大创新。素质教育实施 20 多年来，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的核
心理念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我们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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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又鲜明表达了我国教
育的人民立场。当前，我国
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学
上”的问题总体上基本解
决，“上好学”的需求更加凸
显。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就是要解决教
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七是深刻理解深化教育
改革创新的鲜明导向。习近
平总书记把教育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谋划，强调改
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这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的坚定决心，为教育改
革指明了方向。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教育改革推进到
这个阶段，矛盾和问题更多地集中到抓落实、见实效上。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
入、工作再抓实”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办学体制和教
育管理改革，加快推进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
八是深刻理解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国
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教育培养人的要求也不相同。习近
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发展大势，强调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当前，教育的规模不断扩
大，但培养的人才与现实需求还有差距，创新意识、实践
能力、进取精神有待提高，特别是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创
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我们要把教育同国
家发展的目标和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一起谋划、一起部
署、一起检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应性，提升教
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下转第三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奋 力 开 创 新 时 代 教 育 工 作 新 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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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
才成长规律，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使素质教
育具体化，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三是深刻理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部署。教育是
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
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
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
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
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成为国
际竞争力的关键。过去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困难多、
底子薄，很不容易。现在是“大国办强教育”，既要补短
板、又要提质量，仍然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现
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
四是深刻理解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政治原则。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
要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
运行所要求的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这是我们思考和谋划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也是必

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真
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五是深刻理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坚定自信。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
国情，教育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国 5000 多年的文
明史，孕育了学无止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深厚的教
育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里，我国教
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成就非常了不起，彰
显了党的宗旨和我国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这些都是我
们坚定教育自信的底气。我国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照
搬别国经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探索更多
符合国情的办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越走
越宽广。
六是深刻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追
求。我们党一贯强调，教育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十分
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多次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
平的重要基础，必须不断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这些重要论述，既深刻阐明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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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年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
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
号手吹响 《烈士纪念日号角》，
深沉悠远的旋律将人们的记忆
带回风起云涌的历史岁月。
“ 礼 兵 就 位 ！” 随 着 号 令 ，
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
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
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
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

9 月 30 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9 月 30 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这是习近平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李克强致辞 韩正主持招待会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30
日电 9 月 30 日晚，国务
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
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
年。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与 1200 多
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同
庆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
灯璀璨，鲜花绽放，洋溢
着喜庆热烈的气氛。主席
台上方高悬庄严的国徽，
“1949－2018”的大字年
号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
外醒目。
17 时 30 分许，伴随
欢快的 《迎宾曲》，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
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
奏 响 《义 勇 军 进 行 曲》，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致辞。他首
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
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
问候；向所有关心支持中
国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事
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
谢。
李克强说，新中国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国家面貌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伟
大历程。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各项部署，沉着应对国内外
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集中力量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增强
发展内生动力，多措并举化解风险隐患，保持了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深化各项改革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升级势头良好。主动
对外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对外关系和国际合作开拓新局面。民生
福祉不断改善，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发展呈现新气象。
李克强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
的根本动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任何风云变
幻都动摇不了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最大发展中国家
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深化“放管服”等改革，大力简政减税降费，严格保护产权，
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更大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创造力，培育新动能，在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中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
体系，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与世界
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群众期盼和关切，
要拿出切实措施积极回应，对民生痛点和难点，要千方百计尽力解
决。在精准脱贫和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
入、优化供给，完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王岐山等出席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30 日 电
（记者 杨维汉 朱基钗） 天地
英雄气，浩然壮国魂。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 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
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
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广场
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
达着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美好祝
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
立，北侧花坛上，红白两色花
朵组成的花环，寄托着人们对
人民英雄的深情追思。
临近 10 时，习近平、李克
强 、 栗 战 书 、 汪 洋 、 王 沪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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