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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2日电
（记者 刘华 孟娜 郝薇薇）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一起访问“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习近平抵达时，受到普京热情迎
接。两国元首参观反映当年中国地震
灾区儿童在俄罗斯疗养情景的图片墙
后，共同前往剧场，出席“海洋”全俄儿
童中心接待汶川地震灾区儿童 10 周年
纪念仪式。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两国元
首分别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俄是山水相连、同
舟共济的好邻居、好伙伴，两国人民守
望相助、患难与共，谱写了许多感人故
事。2008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俄方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
应俄罗斯政府邀请，996 名灾区中小学
生来到“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疗养，收获
了终生难忘的“海洋”记忆。中俄关系
发展史，也是两国青少年密切交往的历
史。近年来，中俄青少年交流日益密
切，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习近平强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
来，是中俄友好的未来，是世界的未
来。希望两国青少年一代珍惜青春，刻
苦学习，积极进取，早日成为国家栋梁
之材；加强交流，互鉴共进，齐心协力，
做中俄友好事业接班人，让中俄世代友
好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努
力参与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最
后，习近平邀请中心教师和学生到中国

做客，续写友谊新篇章。
普京表示，俄中已经形成相互信任、

相互合作的友好关系。两国青少年友好
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奠定更加坚实基础，
对俄中关系未来非常重要。我们有相互
邀请对方青少年到本国疗养的传统。希
望俄中青少年一代能把两国人民深厚传
统友谊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现场播放的视频片将两国元首和
观众带回 10 年前大爱无疆和爱的海洋
的日日夜夜。当地学生表演了热情洋
溢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卡林卡》。当年
在“海洋”中心疗养的少年如今已长大
成人，他们中的代表今天重返曾给予过
他们关爱的地方，和中心教职工合唱

《感恩的心》，歌声中抒发着对爱的报答
和对友谊的珍爱。2008 年汶川地震后
在中心疗养的席浚斐讲述了他和“海
洋”中心的深厚情缘：当年，他在纸条上
许下长大后来俄罗斯读书、为中俄友好
做贡献的心愿，装有这一纸条的漂流瓶
在大海漂流4个月后又回到“海洋”中心
工作人员手中。现在，他已经如愿以
偿，成为远东联邦大学一名大四学生，
当年的愿望已经成真。随后，来自中俄
两国的青少年代表和中心教职工代表
共同宣读《中俄青少年世代友好宣言》：
誓言“团结协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携手将中俄睦邻友好世代相传，推动世
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心教职工
还献上了充满活力的舞蹈《我们正年
轻》。演出在全场齐唱中心园歌《“海
洋”之歌》中落下帷幕。

习近平和普京来到教学楼，欣赏中
国地震灾区儿童在中心疗养时制作的
手工艺品，看望灾区青少年代表和当时
参与接待工作的中心教职工代表。两
国元首的到来使他们激动不已。两国
元首同他们亲切交谈，高度评价中俄人
民的深情厚谊，勉励大家做两国人民友
谊的使者。普京对青少年代表说，今天
我和习近平主席来到你们中间，意义重
大，特别珍贵，2008 年我们像对待亲人
一样接待你们。现在你们眼中涌动的
泪花，再一次证明我和习近平主席孜孜
不倦所做的努力取得了成效，也反映出
俄中两国人民巩固深化两国友谊的美
好愿望。

习近平指出，今天的活动极为不平
凡，体现出中俄人民间的大爱已经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中国有句话，“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而这里是“海洋”，你们
要以无限的爱回报俄罗斯人民，回报自
己的祖国。现场青少年和教职工听着两
国元首的话，频频点头，热泪盈眶。他们
纷纷表示，不会辜负两国元首期望，做国
家的栋梁和中俄友谊的传播者。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是隶属于俄罗
斯联邦教育部的四个儿童中心之一。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受俄罗斯
政府邀请，来自中国四川、甘肃等地灾区
的近 2000 名儿童先后来到中心疗养。
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来自灾区
的299名儿童受邀到中心疗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访问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访问““海洋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全俄儿童中心

(上接1版） 引导村民实行“一建三改”，即
建沼气池，改水、改厕、改圈，使村民能够用
清洁灶、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
目前，该村村民安居乐业，俨然一派文明
秀美生态文明和谐的新家园景象。

今年来，不仅九牛坳村，在隆回全县，
各乡村都围绕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空心
房”整治、污水治理，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全面推行农村垃圾分类减
量处理，构建“户分类、村收集、乡镇集中、
县转运处理”的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根据地形
地貌、生态环境要求，因地制宜确定改厕
模式，大力推进厕所革命。以“庭院净化、
村落绿化、道路亮化、环境美化”为目标，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提升村容村貌整
体水平。到2020年，该县将建成20个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打造4条“四沿”（沿
线、沿岸、沿城、沿边）景观带，90%村庄生
活垃圾得到治理，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减量

达到70%，集中处理率达到80%以上。

县域全景：天蓝地绿河清

隆回县把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攻
坚战、净土持久战贯穿到乡村振兴的全
过程，建设天蓝地绿水净村美的新家园。

该县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严格
按照《隆回县蓝天保卫战行动实施方案》
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推进碧水攻坚战，深
入开展县境内赧水河、伏龙江、辰河、西洋
江等河流和六都寨水库、木瓜山水库等水
库的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河库长制实施。
今年，该县将全面完成县工业园污水处理
厂建设并投入使用；到2020年，该县将完
成4个重点建制镇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全
县污水处理率达到65%以上。同时，该县
深入实施净土持久战，以重金属污染突出
区域农用地和拟开发为居住、商业等公共
设施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强化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

理修复，严格管控重度污染耕地，推进种
植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还草等工作。

在建设美丽新家园的同时，该县注
重提升生态质量效益。大力发展绿色生
态健康养殖，全面退出网箱投肥养殖。
全面推进“健康森林、美丽湿地、绿色通
道、秀美村庄”建设，以县城为中心辐射
10 公里范围内，营造环城森林生态圈；
在赧水两岸构建集防洪、道路、休闲、观
光为一体的沿江风光带；在县城实施绿
化提质改造、空地绿化、交通节点绿化、
小区庭院绿化和城乡接合部绿化工程，
做好“拆违扩绿、开墙透绿、隙地补绿、立
体呈绿”。以乡镇街道绿化、公园（小游
园）绿化、农村“四旁”植树为重点，开展
水源地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石漠化综
合治理。坚持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林
则林，打造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环境优
美的田园生态系统，大力发展经济林产
业、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森林旅游。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回顾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就，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九个坚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
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九个坚持”，深刻回答
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党对我
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在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之不
易，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教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托儿所、
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考察
并同师生们座谈，给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
和老师们回信，主持中央重要会议通过一系
列涉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案，对推进教育改
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
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九
个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之
所以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就在于以“九个坚
持”指导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使教育事业中
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
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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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就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
坚持”，不断增强贯彻落实“九个坚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抓
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
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
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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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筑牢建设教育强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对于提高人民综合
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真抓
实干，开拓进取，我们就一定能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伟大实践中，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前景。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人民日报9月14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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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胡璐
董峻）再过10天就是农历秋分，亿万农民将
第一次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农民
丰收节。为此，农业农村部精心谋划了“1+
6+N”的庆祝活动，全面展示地方特色，让
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农民丰收的喜悦。

这是记者 13 日在农业农村部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介绍，

“1+6+N”的庆祝活动，其中，“1”是在北
京有一个主会场，“6”是立足体现中国农
耕文明的区域特点选择了6个分会场，

“N”就是策划了100多个系列活动。
“‘1+6+N’是农业农村部提供一个

基本范式来引导各地，这是这次活动思
路上的创新、工作方式上的创新。”屈冬
玉说，要把庆祝活动重心放到县乡村，做
到农民主体、政府引导、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让农民满意，也让市民满意。
农业农村部还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行

业协会、社会力量来组织策划“5个100”，即
自主推荐100个品牌农产品、100个特色村
寨、100个乡村文化活动、100个乡村美食、
100个乡村旅游线路，充分展示各地优秀的
传统文化传承，推动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也为市民们提供好的休闲旅游参考。“5个
100”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官网上公布。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农业农村部将组织“1+6+N”的庆祝活动

喜迎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9 月 13 日，舞蹈演员杜

恒（右）和王旭在首届中国舞

蹈艺术大展现场表演舞蹈

《梦回故乡》片段。当日，“为

生命而舞——首届中国舞蹈

艺术大展”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开展。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10日。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新华社雅典 9 月 13 日电
（记者 刘咏秋）希腊著名旅游
胜地扎金索斯岛的沉船湾一带
13 日因悬崖落石，引发巨浪，导
致三条游船倾覆，目前已造成三
人受轻伤。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第
一时间联系希方，证实三名伤者
中没有中国游客。

希腊雅典通讯社 13 日报道
说，目前，有关方面仍在清点事发
时游船上的人数，希腊海岸警卫
队和当地消防人员在搜索出事海
域，以发现可能的失踪人员。受

伤者已被送院救治。
报道说，事发时，该海域共

有三条游船。有目击者称，他
们先听到了异常声音，之后有
三块巨石从悬崖上落入海中，
激起巨大的海浪，导致三条游
船倾覆。

上世纪 80 年代，在同一海
域曾有一条货船失事搁浅，沉
船湾由此得名。这里陡峭的悬
崖、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以
及神秘的老船残骸，每年都吸
引大量游客来此观光。

希腊悬崖落石
引发巨浪致三条游船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