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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 共襄伟业
写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之际

1949 年 9 月 21 日，新中国成立前
夕Ɉ600 多位来自全国各方面的代表怀
着对光明未来和美好制度的无限憧憬，
冲破重重阻挠齐集北平，参加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Ɉ

经历了漫漫长夜，经历了无数先辈
前赴后继ɇ上下求索，中国人民终于迎来
了新中国的曙光Ɉ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
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
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了ʘ”

耄耋之年的台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
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代表，回忆起当时的会议盛况，他仍
然激动不已：“中南海怀仁堂里，穿长袍
的 ʗ穿西装的 ʗ穿军装的 ʗ穿中山装
的ſſ说汉语的ʗ说英语的ʗ说客家话
的ʗ说蒙语的ʗ说藏语的ſſ大家的掌声
持续不断ʘ我的手掌都拍红了，回到住处
才感觉很痛Ɉ”

这次彪炳史册的重要会议代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
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国都ɇ国旗ɇ国歌ɇ
纪年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由此确立，开启了人民政协与
共和国风雨同路ɇ携手前进的 70 年Ɉ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ɇ作为统一战线组
织，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进新中国
各项建设贡献了力量Ɉ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Ɉ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政协与共和国一
起迈进了新时期ʘ

在北京太平桥大街的中国政协文史
馆，一处“五老火锅宴”的场景，还原了人

民政协历史上的一段佳话Ɉ
1979 年 1 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内，火锅热气腾腾Ɉ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
邓小平与胡厥文ɇ胡子昂ɇ荣毅仁ɇ古耕
虞和周叔弢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围坐一
桌，就工商业者在现代化建设中应该如
何发挥作用展开深入讨论Ɉ

红红的炉火，不仅温暖了工商业者
的心，也开启了国家从政策层面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的序幕Ɉ

历史不会忘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就人民政协的共同政治基础ʗ中国共产
党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领导ʗ人民
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及工作方针提出一系
列独创性的重要思想ʘ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新时期人
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确立中国共产党
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ɇ互相监督ɇ肝胆
相照ɇ荣辱与共的方针，推动人民政协性
质和作用载入宪法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修改
宪法明确这一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ɇ主题ɇ
职能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
颁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
文件，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提供了理论基础ɇ政策依据ɇ制度
保障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
作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人民
政协的地位作用ʗ目标任务ʗ职责使命ʗ
实践要求，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ɇ全
局性ɇ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指引新时代人
民政协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Ɉ

在继承中发展ɇ在发展中创新Ɉ70
年来，人民政协深深植根于党和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融汇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实现国家富
强ɇ民族振兴ɇ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不
断焕发着蓬勃生机活力Ɉ

辉煌历史催人奋进

ĀĀ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

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Ƞ民族振兴Ƞ人民

幸福的重要力量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独特设计，
是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Ɉ

如何进一步发扬民主ɇ听取民声ɇ
汇聚民智，人民政协从未停下探索的
脚步Ɉ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一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词汇再次出现在人民政协历史
上ČČ双周协商座谈会Ɉ

熟悉，是因为早在上世纪 5 0 年
代，人民政协组织ɇ各民主党派ɇ无党
派民主人士就开始召开双周座谈会，
重点是学习；陌生，是因为这种形式一
度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同时增加了协
商内涵Ɉ

当天，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如何
统筹稳增长ɇ调结构ɇ促改革，保持经济
发展良好势头议政建言，政府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场听取意见ɇ互动交流ɇ宣传
政策ɇ回应关切Ɉ

从这天开始，人民政协增加了这样
一个新的协商议政平台Ɉ

每年约 20 次的双周协商座谈会
聚焦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话题，以小
切口反映大主题，坦诚交流ɇ广泛协
商，推动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
人民政协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
动实践Ɉ

以政协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
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
以双周协商座谈会ɇ网络议政远程协商
活动ɇ对口协商会ɇ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
常态ĔĔ人们看到，人民政协协商议政
新格局更加完善ʘ

仅 2018 年，全国政协就召开 1 次
全体会议ɇ2 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ɇ2 次专题协商会ɇ19 次双周协商座
谈会ɇ2 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ɇ1 次
网络讨论会ɇ18 次对口协商会ɇ4 次提
案办理协商会，进一步形成常态化ɇ多
层次ɇ各方面有序参与的协商议政
格局Ɉ

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参政不行政ɇ建
言不决策ɇ监督不强制，主要通过协商发
挥作用Ɉ这种作用不是靠说了算，而是靠
说得对！

2019 年 5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
政协召开“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双

周协商座谈会Ɉ人民政协近 4 0 年的
“大运河情结”，再次得到传承和深
化ŷŷ

从 1981 年茅以新委员提出第一份
关于大运河的提案至今，尤其是 2005
年十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以来的 14 年
间，历届政协委员扭住“大运河”这个题
目不放，建睿智之言ʗ谋务实之策，为大
运河申遗ɇ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
了贡献Ɉ

“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统一协调
机制”“尽快制定大运河整体保护规
划”ĔĔ政协委员的若干意见建议都被
有关部门吸纳Ɉ

2019 年初，全国政协又把“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列入年度协商计划，
组织调研组深入大运河沿线 8 省市 40
多个市区县ɇ50 余处大运河遗址ɇ40 多
个古镇与文化遗产项目实地调研，进一
步贡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政协力
量”Ɉ

又何止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Ɉ7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心工作推进
到哪里ʗ人民政协的工作就跟进到哪
里，始终围绕中心ɇ服务大局，在交流
中完善建议，在共商中集思广益，为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
贡献Ɉ

从三峡工程到取消农业税，从设
立教师节到高考日期提前，从大气污
染治理到脱贫攻坚战，一系列对国家
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
出台背后，都凝结着政协委员的心血
和智慧Ɉ

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
展ɇ高校“双一流”建设ɇ完善公立医院
运行新机制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ɇ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ɇ推动全民健身ĔĔ这些饱含赤
诚之情的调研协商主题背后，正是人
民政协情系民生ɇ履职为民的生动
体现Ɉ

“人民政协为人民ʘ”70 年来，人民
政协始终把“人民”二字铭刻心间，把实
现好ɇ维护好ɇ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协助
党和政府破解民生难题，增进人民
福祉Ɉ

协商民主迸发活力

——— 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

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不断提高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水平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Ɉ当前，我国正
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ɇ进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Ɉ
目标越伟大，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凝聚
人心和共识ɇ汇聚智慧和力量Ɉ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人民政协切
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ɇ把海内外
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阔
步踏上新的历史征程Ɉ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共识更加凝
聚ŷŷ

2018年，新一届政协委员们同上“第
一堂大课”引人关注：全国政协系统集中
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着力
武装头脑ɇ指导实践ɇ推动工作，实现了全
国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参与全覆盖Ɉ

与此同时，政协常委会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召
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自身建设
的会议Ɉ

紧盯时代之问ɇ实践所需，深入总结
70 年宝贵历史经验，加强人民政协理论
研究，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ĔĔ

面对新方位新使命，人民政协把学
习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途径，在履职实
践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使建言资政更
加建之有方ɇ言之有理ɇ资之有效Ɉ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工作更加创
新ŷŷ

一次“群聊”引起了近 500 位政协委
员的热议，一个主题收获了近千条务实
建议，是什么“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ɇ有
这么高的参与度？答案，正是全国政协委
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起的“做好今年工
作，委员有话说”主题讨论ʘ

2018 年 8 月，全国政协开设的这个
平台，成为本届政协开拓协商民主渠道
和平台的重要举措Ɉ

“移动履职平台等互联网新技术新手
段的应用，使政协委员议政建言ɇ凝心聚
力打破了物理区隔ɇ时空界限，实现了ď面
对面Đď键对键Đď点对点Đ无缝链接，履职
的深度广度明显提升Ɉ”全国政协委员ɇ台
盟吉林省委主委孔令智对此深有感触Ɉ

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工作座谈会，第一次开通移动履职
平台，第一次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
第一次组织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
团ĔĔ

这些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正不断
翻开人民政协新的一页Ɉ十三届全国政
协以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研
究探索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形式ɇ新
方法，推动政协工作从注重“做了什么”
“做了多少”向“做出了什么效果”转变Ɉ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步履更加坚
定ŷŷ

2018 年 12 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工作作
出重大部署Ɉ如何科学认识当前经济
形势ɇ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
的判断上来？不久，全国政协办公厅制
作的第一期“委员讲堂”节目正式亮
相，主讲人杨伟民委员所讲的题目正
是ČČ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Ɉ

“委员讲堂”这一全新的履职平
台，使政协委员进一步扩展了深入解
读国家方针政策ɇ积极回应百姓关切
的舞台，更好发挥解疑释惑ɇ凝聚共识
的重要作用Ɉ

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Ɉ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不断提高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质量，凝聚起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Ɉ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煌，是中
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出来的，人民政
协事业的发展也凝结着一届又一届政
协委员的不懈奋斗Ɉ“当前人民政协事
业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政协委员责任
重大ʗ使命光荣ʘ”全国政协委员ɇ民进
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说，政协委员既要
懂政协ɇ会协商ɇ善议政，也要守纪律ɇ
讲规矩ɇ重品行，心系国事ɇ情牵民生，
交上一份令人民满意的“委员答卷”Ɉ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砥砺前行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
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ɇ责任更加重大Ɉ
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人民政协，也必定
能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创造
更加辉煌的未来Ɉ（记者林晖ʩ史竞男ʩ
白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汇聚力量共襄伟业

——— 新时代的人民政协肩负新使命，切实把中共中

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

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

左图：2019 年 3 月 13 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ʪ新华
社记者陈晔华摄 右上：2017 年 11
月 14 日，全国政协委员杜丽群（右二）在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坡洪镇新洞村向当地
妇女了解农村医疗保障情况ʪ新华社记
者陆波岸摄 右下：2017 年 7 月 20
日，一艘货船经过京杭大运河拱宸桥ʪ新
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70 年奋进岁月，见证不变初心；

70 年风雨同行，留下光辉足迹ʪ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ʪ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人民政协与时代同步伐ʩ与祖国共奋进，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ʩ建设

新中国ʩ探索改革路ʩ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写下壮丽篇章ʪ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Ɉ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ʘ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
自信地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之路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蕴更
基本ɇ更深沉ɇ更持久的力量Ɉ

为人民大众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
党人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Ɉ广大文艺工
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努力记录新时代ɇ书
写新时代ɇ讴歌新时代Ɉ影视剧《红海行
动》《鸡毛飞上天》，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到底》《永远在路上》，戏剧《挑山女人》

《谷文昌》，图书《抗日战争》《云中记》等，
深刻反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辉
煌成就，深切感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Ɉ

70 年来，我们党坚持文化发展为了
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
足人民多层次ʗ多样化ʗ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ʘ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
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群众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
升ČČ 194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 个，文化馆站 896 个，博物馆 21 个；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6
个，文化馆站 44464 个，博物馆 4918 个Ɉ
目前，中国电视剧和图书年产量稳居世
界第一，电影产量高居世界第二；2018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609 . 76 亿元Ɉ

故宫，这座近 600 岁的皇家宫殿，而
今正以层出不穷的文化创意创造着新价
值Ɉ2019 年春节，从“紫禁城里过大年”
到赏灯“上元之夜”，以故宫为代表的文
博场所“花样百出”，让本是参观“淡季”

的寒冬变成“旺季”ʘ
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戏曲百戏盛

典在昆山举办，近百万人通过网络直播
观看，新浪微博阅读量超过 1 . 1 亿；用
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ɇ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话剧《手艺》ɇ纪录片《秘境
神草》等一大批底蕴深厚ɇ涵育人心的优
秀文艺作品涌现ĔĔ近年来，优秀传统
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
局面正在形成ʘ

刚过去的 2019 年暑期，红色旅游成
为关键词之一，且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其
中ʘ嘉兴ɇ井冈山ɇ遵义ɇ西柏坡ĔĔ当人
们来到革命圣地，亲身体会红船精神ɇ井
冈山精神ɇ长征精神ɇ西柏坡精神等为代
表的革命文化，唤醒沉淀在灵魂深处的红
色基因，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Ɉ

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
美术学院 8 位老教授回信，就做好美育
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Ɉ

总书记的嘱托，为这所百年学府的
师生增添了与时代同行ʗ做新时代美育
实践者的信心与动能ʘ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Ɉ
多年前，这里曾见证当地藏族ɇ羌族青年
与红军血与火的情谊Ɉ今天，这里成为中
央美院教师种下艺术种子ɇ启迪美好心
灵的教学基地Ɉ老师们为这里从未上过
美术课的藏区少年开设美术课Ɉ《若尔盖
草原的战马》《我永远爱红军叔叔》ĔĔ
一幅幅画作展现出孩子们令人惊叹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Ɉ

2019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甘肃考察首站来到敦煌莫高窟，探寻古

丝绸之路的奥秘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展示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
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
容ʗ借鉴ʗ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ʘ要
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支持和
扶持，保护好我们的国粹Ɉ

历经千年岁月沧桑的敦煌莫高窟，
见证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和东西方文
明的交流互鉴Ɉ

近年来，中国图书在全世界刮起“中
国风”，中国主题图书磁石般吸引着海外
读者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多文种版自 2014 年 10 月
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首发以来，受到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持续热销，被认为是了
解当代中国发展的“密匙”ʘ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肩负新的
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Ɉ
（记者周玮）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文化建设成就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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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
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
好，叫我怎能不歌唱ʪ驱散乌
云见太阳 ，幸福的歌声传四
方ʪ”藏族同胞的嘹亮歌声，唱
出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的
幸福生活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ʪ新
中国成立后 ，中央政府根据
国内外形势 ，为维护民族团
结 ，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
方针ʪ

中央政府保护西藏的政
治ʗ宗教制度，帮助发展西藏的
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ʘ西藏
的社会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
下有了很大发展ʪ

但是，民族分裂分子却不
断地蛊惑和策动武装叛乱 ʪ
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
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ʪ
1959 年 3 月 28 日，周恩来总
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命令》，宣布：“为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

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
西藏地方政府职权ʪ”解放军驻
藏部队按照中央的命令对叛乱
武装发起反击 ，平定了这场
叛乱ʪ

平叛的胜利，为西藏进行
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ʘ民主改
革前的西藏社会有农奴主和
农奴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ʪ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
反”（反叛乱ʩ反乌拉差役ʩ反
奴役）“双减”（减租ʩ减息）和
分配土地，百万农奴打碎了封
建枷锁，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
主人ʘ

民主改革解放了社会生产
力，翻身农奴有了自己的土地ʩ
牛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其
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得到了迅速
发展ʪ

2009 年 1 月 19 日 ，西
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
决定，将每年的 3 月 28 日设
为 西 藏 百 万 农 奴 解 放 纪

念日ʪ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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