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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来临，专

家提醒秋季儿童需预防

四类传染病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王沪宁会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代表

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关心关爱道德模范纪实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熊丰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全国道

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受表彰的全

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中央文明委评选表彰新一届全国道德模范，这

对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促进全社会向上

向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全国道德模范体现了热爱

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砥砺

前行的奋斗精神，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高

尚情操。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

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

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

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奋进

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

德支撑。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5日上午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参加会见并在座谈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随后，他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充分发挥榜样力量，广

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

设，让典型模范不断涌现，让文明新风吹遍每

个角落。

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清等 58

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张佳鑫等 257 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第七届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

部马旭，第七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四川航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刘传健，第六届全

国敬业奉献模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分别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出席上述活动。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代

表，往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中央文明委委

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部长、文明办主任等参

加会议。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

榜样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对加强立德树人、以

文化人等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对表彰道德模范、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活动等提出明确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思想

道 德 建 设 在 新 时 代 展 现 新 气 象 、取 得 新

成就。

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

广大先进模范人物的示范引领下，亿万中华

儿女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弘扬时代新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

支撑。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
无穷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深切
关心道德模范及其宣传学习活动

8 月 27 日晚，一则重磅消息受到海内外

高度关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

之际，“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

选向全社会公示。这是我国首次开展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隆重表彰这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

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充分彰

显了党和政府对这些引领者示范者的格外尊

崇，更彰显了全社会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美

好风尚。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

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

望。”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月在山东考察

时的深情号召，掀开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滚滚热潮。

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

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立德树

人、以德铸魂——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2015 年 2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说

出了这句高瞻远瞩的金句。

他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

极大丰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两个文明

建设齐头并进、成果丰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神文明建设放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谋划部

署，更加注重以高尚的精神教育人、以优秀

的文化鼓舞人、以丰润的道德滋养人。

为精神上“补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以修德立身，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重视

道德、崇尚修德的民族，历来强调“道德当身，故

不以物惑”。

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总书记强调：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

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安天下，德润

人心”。

当前，全党正在扎实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中央政治局就“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性锻炼和

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

道德境界”。

这是一个大党领袖对于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殷切期许，更是一个大国掌舵者对

于构筑精神力量的格外注重。

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有着深邃思考、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到地方考察调

研还是主持召开会议，无论是会见先进代表

还是同各界人士座谈，习近平总书记总会不

失时机地强调思想道德建设。

面对基层党员干部，总书记严格要求：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

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

面对北京大学师生，总书记谆谆教导：

“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

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

面对文艺工作者，总书记殷殷期许：“我

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

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

德荣誉感”。

面对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总书记语重心

长：“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

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

春风化雨，润泽人心。习近平总书记从

不同层面作出的深刻阐述、提出的殷切嘱

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对道德模范及其宣传学习活动，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

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2013年 9月26日下午，北京京西宾馆，热

烈的掌声在会议楼前厅回响。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同参加会见的同志们

亲切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长期以来，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中华

大地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全国

道德模范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两年后，对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他指

出：“隆重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对展示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彰显中华民族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紧转2版）

给祖国送祝福
9 月 3 日, 革命老区、红岩故里四川省华蓥市红军小学开展了“我给

祖国送祝福”少先队主题教育活动。该校 1600 多名手持国旗的“小红

军”，升国旗、唱国歌、重温入队誓词，给祖国送祝福，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邱海鹰 刘南贤 摄

凝聚道德之光，传递榜样力量。

9月5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

范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

宣读了表彰决定，58位同志被授

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257位同志被授予第七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他们的背后，折

射着时代的光芒，书写着时代的

感动，清晰地为世人展现了善良、

责任、勇敢、无私等宝贵的品格。

“你退后，让我来！”面对复杂

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杜富国对

战友高声喊道。六个字铁骨铮

铮，将安全留给了战友，自己却

身负重伤，失去双手和双眼，以

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使命担当。

毕生节俭只为一次奢侈，耐

得清贫，守得高贵心灵的马旭，

曾搏击长空二十余载，被称为

“军中居里”，潜心科研填补多项

空白。她穿的总是旧军装，买的

最好的鞋只有15元……然而，就

是 这 样 一 位 简 朴 的 老 人 却 将

1000 万的毕生积蓄捐给了家乡，

灌溉了一世的乡愁。

翻越数座大山，穿过万丈悬

崖，与冰天雪地较劲，与山体滑

坡、泥石流作战，与歹徒、野狼抗

争的其美多吉，30 年的时间里无

数次遭遇“风搅雪”，无数次忍受

着病痛继续前行，甚至无数次面对生与死的考

验，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康巴汉子将一封封信

件，一个个包裹，送到百姓手中的为民情怀。

……

善行无疆，舍己为人，一诺千金，恪尽职守，

大爱无声……他们或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或

诚实守信、或敬业奉献、或孝老爱亲，鲜明地体

现了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

彰显了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突显了

向上向善、崇德尚义的人性追求。他们以牺牲小

我利益维护大我利益的美好品质带给我们的不

仅是感动和力量，更是心灵上的教益。他们是鲜

活的教科书，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是道德的领跑者，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朴实的践行者。他们使抽象的价值体系变得具

体生动，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道德光辉正逐渐演化

为全社会弘扬真善美的一股热潮，构成了和谐社

会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

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德”的社

会。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就是通过树立道

德典型，引导人们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学

习他们的道德情操和感人事迹，争做崇高道德的

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尤其是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其评选

表彰的意义更为重大——这不仅是倡导好风尚、

弘扬正能量、促进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现实所需，

更是集中展现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的

重要举措。

在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

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他们是民族的脊

梁、时代的先锋，以骄人成绩谱写着中华民族最壮

丽的篇章，为时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7年启动、每两年一届的道德模范评选让一个

个感人故事在人们心中绽放，并化作流淌在心底

的感动，汇聚成大善大爱的汪洋大海，催生不断前

行的力量。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全社会要广泛宣传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的高尚品格，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

光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奋进新时

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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