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22 日下午在京主持召
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
议。他强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此作出一系
列战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落实工作，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快体育强国
建设，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北京
大学校长郝平，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冯骥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青年京
剧团艺委会主任孟广禄，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一级演员奚美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
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卢
江，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院长乔杰，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
长鲍明晓等 10 位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和
代表先后发言，就教育改革和发展、文化传承和创
新、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等提出意
见和建议。习近平同每一位发言代表深入交流，询问
有关情况，就一些工作和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进行
评点，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表示，大家作了很好的发言，提出了很有价值

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和代表提交了书面发
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四
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广泛开
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
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
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聚
焦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技术攻关。
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
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
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全面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
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
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
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
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
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共同追求。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聚焦面临的
老难题和新挑战，拿出实招硬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加快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保障
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健康和经济
社会良性协调发展。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
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
事业投入机制，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力度。要聚
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
政策，创新社会动员机制，健全健康教育制度，从源
头上预防和控制重大疾病，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
以健康为中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广大人民
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
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认真总结疫情防控中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模

式，用制度形式予以固化。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完
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机
制，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
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
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手段。“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紧紧
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
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
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
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要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要加快推进体
育改革创新步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
和国家队管理体制。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
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到兴
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要高质量筹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
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王文军 张 越）神州上下庆丰收，河东
大地领风骚。9 月 22 日，农历秋分时节，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主场活动在万荣县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隆重举行，以“庆丰
收、迎小康”为主题的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
活动并为 2020 年“全国十佳农民”和第二届全国“十佳最美
农技员”代表颁发证书。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
生出席并致欢迎辞。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主持活动。省委
副书记、省长林武，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国务院研究室副
主任郭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广德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廉毅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郭迎光，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武章等出席活动。

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储祥好，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安雅文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活动。

楼阳生在致辞中说，此次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出北京，
落地山西，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我省
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山西将以东道主身份，精心组织好
各项活动，充分展现山西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彰显特优的现
代农业、缤纷多彩的丰收美景和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时代风采。并以此为契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推动
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为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夯实“三农”基本盘，奋力谱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篇章。

上午 9 时许，在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广场上，曲调昂扬的
歌伴舞《这里最早叫中国》拉开了主场活动的帷幕。铿锵有力
的鼓乐《鼓舞中华庆丰收》，敲出了农民奔向小康的精气神；黄
河九省区农民歌手演唱的名曲联唱《黄河放歌》，唱出携手同
抓大保护的决心和信心；蒲剧联唱《农耕源·黄河魂》，展现了
河东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和刚演唱的

《丰收之歌》，唱出了新时代的豪情满满。社火表演、临猗桌子
戏、农民楹联大赛、农民魔术表演、广场舞、电商销售、非遗展
览、贫困县农产品和山西药茶展销遍布广场四周，来自全国各
地的嘉宾朋友和现场农民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共迎小康。

据悉，农民丰收节活动包括黄河流域九省区联动举行
“庆丰收、迎小康”系列活动、金秋消费季活动、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组织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耕文化教育主题活动、启动丰收历史文化数字
保护工程等。在我市的主场活动共有七项，分别是群众联欢
活动及“全国十佳农民”和全国“十佳最美农技员”代表颁
发证书仪式，黄河流域九省区农民共同歌唱丰收、鼓舞丰
收、联唱丰收；乡村绿色发展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三农”
领域专家学者作乡村绿色发展主旨演讲和主题报告，聚焦乡
村振兴路径、模式和经验，对黄河文化、传统农耕文化进行
研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黄河流域农
耕文化主题展馆展示传统农耕艺术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全
面展示黄河流域九省区传统农耕文化、乡村传统艺术作品及

非遗产品展示，聚焦弘扬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特色农产品
和贫困地区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全面展示脱贫攻坚的成
效，助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活动，引
导广大电商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永济市鹳雀楼举办的 2020
年丰收歌会和永济市伍姓湖湿地公园举行“奔向小康”长跑
比赛活动，多形态、立体式展现中国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
丰富多彩的丰收美景和广大农民的时代风采。

据了解，丰收节期间，除了主会场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
的系列活动外，我市还在万荣县后土祠景区举办后土祭祀文
化仪式、后土农耕文化展示、黄河风情图片展、农民摄影
展、运城百名农民现场书法比赛、运城市“庆丰收、迎小
康”剪纸作品展等活动。在稷山县国家板枣公园举办枣乡欢
庆丰收演出、千年板枣贡园开杆仪式、板枣设施农业信息化
生产研讨会、国家板枣公园千人健步走、“寻找枣王”第十
届赛枣、百名网红带枣直播、贡枣进贡及传统灌溉技法演示
等活动，为广大农民提供一场耳目一新、丰富多彩、欢快喜
庆的节日盛宴。

农业农村部、黄河流域九省区农业农村部门和我省各市
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同志，2020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和“十
佳最美农技员”代表，部分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黄
河流域九省区和万荣县的农民朋友，以及全国“三农”工作领
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中央、省各级新闻媒体也参加了主场活
动。 左图为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秋风送爽庆丰收 瓜果飘香迎小康

2020 年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主 场 活 动 在 我 市 隆 重 举 行

威武的高跷踩起来，红红的花灯舞起来，豪气的桌板戏唱
起来……

这是农民的欢乐节，这是农业的嘉年华，这是丰收的成果
展，这是文化的大舞台。

9 月 22 日，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万荣县黄
河农耕文明博览园隆重举行，数千名农民代表载歌载舞、共
庆佳节。黄河流域九省区选送的精品文艺节目与现场举行的
行进式、沉浸式群众联欢活动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光荣属于“历史的运城”

“你因尧舜禹光芒闪烁，你因中条盐湖富民强国，你因关
公精神诚信天下，你因西厢爱情陶醉你我……”一曲荡气回
肠的开场舞 《这里最早叫中国》，激起台下观众的万般豪
情。这首运城人耳熟能详的歌曲，与活动前热场视频里扑面
而来的武圣关公形象和普救寺、后土祠等画面相得益彰，在

现场先声夺人，洋溢着浓浓的“运城味道”。
“漆语·漆艺”“刀记·雕刻”“面魂·花馍”“窑火·烧

造馆”“书韵·文房四宝”……漫步博览园，琳琅满目的黄
河流域传统农耕文化展览展示令人目不暇接。驻足其间，远
道而来的广灵剪纸、长治堆花、平遥推光漆……其活灵活
现、别出心裁令人叹为观止。来自洞宾故里的芮城桃木雕
刻、文脉深厚的绛州澄泥砚、巧夺天工的河津琉璃砖雕等，
将古老河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流连忘
返。在闻名遐迩的绛州木版年画展台，现场演示制作的“年
年有余”版画，使参观者情不自禁连声叫好。

运城农业文明底蕴深厚。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有祭祀
土地之母后土和五谷之父后稷的习俗，且轩辕氏扫地为坛于
万荣，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运城就是华
夏之根、农耕文明的源头。运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
区，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区，人称“山西的小江南”。

（下转第三版）

此 刻 ，光 荣 属 于 运 城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杨红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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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

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在全社会形成关注

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中共中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 、中 央 军
委主席习近平
在京主持召开
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就“十四
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听取
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

调，要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

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

新华社太原 9月 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 22 日在山西省出
席 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形成全社会关注农业、关
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为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汇聚更多力量。

胡春华来到运城市万荣县黄河农耕文明博览
园，先后参观了特色农产品、产业扶贫等展览，与农
民群众一起观看农民艺术表演、赶农民文化大集，
并为 2020 年度“全国十佳农民”和第二届“最美农
技员”颁发证书。

胡春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年向全国农

民致以节日祝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办好中国农
民丰收节、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高度重视和殷切
期望。今年农业发展面临很多困难挑战，夺取粮
食和农业丰收极为不易、十分可贵，广大农民和
基层干部付出了艰苦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要
围绕“庆丰收、迎小康”，通过举办农民丰收节，
充分展示农业抗疫抗灾夺丰收成就和农村发展新
气象新面貌，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投身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勤劳的双手创
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在山西期间，胡春华还到临汾市洪洞县、曲沃
县和运城市万荣县、芮城县，实地考察秋粮生产、农
业科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胡春华出席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强调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汇聚更多力量

新
闻
客
户
端

微
信
公
众
号

丰收花鼓敲起来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