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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8 月 22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甘肃考察时
强调，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
心，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深化脱贫攻坚，加快高质
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努
力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
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初秋的河西走廊，金风送爽，瓜果飘香，祁连
雪山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8 月 19 日至 22 日，习
近平在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陪同下，先
后来到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等地，深入
文物保护单位、农村、学校、草场林场、革命纪念
馆、防洪工程、文化企业等，就经济社会发展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19 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机抵达酒泉市
所辖敦煌市，即前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
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
悠久的彩塑、壁画。他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
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
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
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
代相传。

正在参观的游客看到总书记来了，激动地
围拢上来，高声欢呼“总书记好！”“习主席好！”习
近平向大家亲切招手致意，并不时走上前同大
家握手问好，叮嘱大家在游览时注意爱护文物。

习近平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
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
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
化单位代表座谈。在认真听取敦煌研究院名誉院
长樊锦诗、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苏孝林、兰州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炳林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
定，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
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
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
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
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
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
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
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推动敦煌文化
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
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
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
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
专业化水平。

20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嘉峪关，察看关城并
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嘉峪关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明代万里长城
的西端起点。习近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
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
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
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离开嘉峪关，习近平来到张掖市高台县，瞻仰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
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80 多年前，西路军转战河西、奋勇作战，创
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在纪念馆内，习近平详
细了解当年战斗历史和感人事迹。他强调，新中国
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
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
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
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讲
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
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20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张掖市山丹县，考察
山丹培黎学校。山丹培黎学校由伟大的国际主义
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于 1942
年创办，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和终身教育理念，培
养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习近平听取了学校情况
介绍，参观了路易·艾黎故居，随后来到实训教学
楼，走进现代制造技术实训室和智能家居实训
室，观看职业技能实训，并同师生亲切交流。他指
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
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山丹培黎
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职
业学校。路易·艾黎先生提出“手脑并用，创造分
析”的办学宗旨，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
有借鉴意义。要继承优良传统，创新办学理念，为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
人才。他希望同学们专心学习，掌握更多实用技
能，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为国家所需的人才。

离开培黎学校，习近平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
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参观场史馆，了解马场历史沿
革和改革发展情况。8 月的山丹马场，水草丰茂，骏
马奔腾。习近平步入草场，察看草场和马群放养情
况，听取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情况汇报。习
近平指出，保护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
生态安全、对推动甘肃和河西走廊可持续发展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只要贯彻
新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可以成为金山银山。要正

确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积极发展生
态环保、可持续的产业，保护好宝贵的草场资源，
让祁连山绿水青山常在，永远造福草原各族群众。

21 日上午，习近平前往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
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当地针对古浪南
部山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际，走出了
一条高深山区贫困群众易地搬迁脱贫致富和祁连
山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扶贫开发新路子，6 万多
地处山区的贫困群众搬进了新房，通过发展牛羊
养殖和蔬菜种植正逐步摆脱贫困。习近平对乡亲
们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欣慰。在村党群
服务中心便民大厅，习近平向工作人员询问各项
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和搬迁后的便民服务措施。随
后，他步行前往附近的富民小学，参加暑期兴趣班
的孩子们有的正学习电子琴弹奏，有的正在进行
体育锻炼。习近平走进音乐教室，认真观看正在进
行的音乐课教学。操场上，正在练习足球的孩子们
看到习爷爷来了，欢快地围拢过来。习近平同他们
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暑期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
们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离开学校时，
习近平主动邀请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孩子们兴
高采烈，脸上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接着，习近平沿村道步行察看村容村貌。崭新
的房屋、宽敞的道路、整洁的院落，一片祥和安乐。
村民李应川一家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里做客。习
近平走进院子，屋里屋外仔细察看，了解住房改善
和改水改厕情况。习近平同李应川一家拉起家常，
详细询问家庭就业、收入、看病、社保、医疗保险、

孩子上学等方面还有什么难题。李应川兴奋地
向总书记汇报，孙子孙女就在家门口上学，家里
还向村里报名新建 1 座日光温室大棚和 4 座养
殖暖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习近平强调，党的
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
福就是党的事业。贫困乡亲脱贫是第一步，接下
来要确保乡亲们稳定脱贫，扶贫政策和扶贫队
伍要保留一段时间，从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等方面想办法、找出路，让易地搬迁的群众留得
住、能就业、有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八步沙林场。林场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沙漠南缘。上世纪
80 年代初，这里寸草不生、狂沙肆虐，侵蚀村庄
农田。一代代林场人扎根沙漠、治沙造林，从沙
逼人退到人进沙退，昔日漫漫黄沙变成如今郁
郁葱葱。习近平举目远眺，察看林场整体风貌，
听取武威市防沙治沙整体情况汇报和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感人事迹。几
位林场职工正在进行“草方格压沙”作业，习近
平走过去，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并拿起一把
开沟犁，同他们一起干起来。习近平对他们说，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
晓，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
公、时代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
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们投
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建设
美丽中国而奋斗。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

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
组织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

21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兰州，前往黄河治理
兰铁泵站项目点，听取甘肃省和兰州市开展黄河
治理和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登上观景平台，俯
瞰堤坝加固防洪工程，沿步道察看黄河两岸生态
修复和景观建设情况。习近平指出，黄河、长江都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甘肃是黄河
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
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
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
好头。正在休闲的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涌
上前，总书记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强调，城市
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金杯银杯不如群
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随后，习近平前往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在《读者》编辑部，习近平同工作人员交流，询问
选稿、编辑、审校、排版等工作流程和发行情况。
在创意中心，习近平详细了解公司适应市场形
势、主动优化升级的做法。习近平指出，要提倡
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
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
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
化产品，善莫大焉。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在坚
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元化，努力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下转 4 版）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 定 信 心 开 拓 创 新 真 抓 实 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 8 月 19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 21 日上午，习近平在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同村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中国旅游团
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国防治安委员会主席本扬
互致口信。

本扬表示，惊悉中国游客在老挝遭遇严重交

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谨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习近平同志并通过
习近平同志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
问。老方将继续同中方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伤员救
治和事故善后工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
事故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理，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定能顺利推进。
习近平表示，事故发生后，老方迅速动员党

政军警民各方面力量积极救援，体现了对中老
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事故处置工作的负责的
态度。我已指示中国有关部门和正在老挝参加
“和平列车-2019”联合演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医疗队参与救援。希望双方各方面继续密切配
合，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中老两党的共
同宗旨。我愿同你一道，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在新
时代不断走深走实，持续开展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

习近平就中国旅游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同本扬互致口信

山西省广灵县，一条壶流河由西向东、蜿蜒曲
折，在境内形成 3 万亩宝贵的天然湿地，形成一幅壮
丽的“塞上水城”风光。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塞上水城

习 近 平 ：团 结 一 心

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第 1 视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努
力谱写不断开创富民兴
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

新华社《第 1 视点》为你
呈现。

朗吉错湖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四周山
峰秀丽雄伟，云雾变幻莫测，湖面清晰的映像与群
山构成了大自然的美丽画卷。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朗吉错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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