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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
胜利。”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
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
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求
“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
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号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团结奋斗”。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团结奋
斗的时代要求，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
神的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
篇章。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
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特别是进
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
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
罕见。十年来，我们经受住来自
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
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

家事业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取得的。十年来，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
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
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
最可靠的主心骨，为沉着应对各
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政治
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
自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进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
空前增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
奋，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
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党和
人民的奋进历程让我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历史伟业的必
由之路。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
结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
结进行的奋斗是最有力的奋斗。

党的二十大就新时代新征程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
战略部署，确定了到 2035年我国
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未来 5年的主
要目标任务，擘画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蓝图。在新征程上向着新
的奋斗目标出发，准备经受风高
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党的团结统一是党
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
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
动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只有在
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
钢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
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
力。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
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
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
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

量。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力量。一路走来，我们党紧紧依
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
册的答卷。前进道路上，无论是
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
远是我们党最坚实的依托、最强
大的底气。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群
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
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想人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
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要
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
和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把全
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发挥出来，共同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只
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

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
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
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就一定能
够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
力。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
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
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的重要保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
两步走：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奋进新征程、书写中华文明
新的辉煌篇章的伟大时代！中国
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
一分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
伟大时代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新的伟大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一心、艰苦
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行，我们一
定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在人类的伟
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
大历史时间！

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马瑞杉

女，汉族，2012 年 10 月出
生，11岁，现就读于内丘县大良
村小学四年级 (3) 班。她是一个
勤奋学习，踏实求真，成绩优异的
好学生。在家里，她尊敬长辈，是
一个关爱他人的好孩子。在学校，
她勤奋好学，尊敬师长，是老师们
的好帮手。对待学习，她勤奋务
实，积极向上，被评为校级" 三好
学生"，并多次在年级中取得名列
前茅的好成绩，获得多项荣誉。她
酷爱读书写作，在 2022年第六届"
我是小小消防员" 儿童消防作文大
赛活动中，获得邢台市小学组三等
奖的荣誉。她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好
少年，相信她将秉持理想继续飞
翔，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2.冯祖凯

男，13岁，内丘县第二中学
2116中队中队长、学校少先队大
队宣传委员。他在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学校他是老师工作的好帮手，同
学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他遵规守
纪、践行社会公德，是同学们学习
的好榜样；他积极参加集智增益的
活动，全面发展综合素质。以实际
行动展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好少年
的良好精神风貌。

3.王浩森

男，汉族，2009 年 5 月生，
今年 13岁，是内丘县第五中学八
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优秀少先队

队员，任八年级二班班长，品学兼
优，综合素质突出。作为八（二）
班的班长，他尊敬师长，团结同
学，待人有礼，关心学校、班级的
事务，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平时能
以身作则，若发现自己的不足，能
及时改正，与同学们共同进步，是
一名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先队员。

4.段一诺

女，出生于 2010年 12月，是
内丘县内丘镇西关小学六年级（3）
班的一名少先队员。她充满自信，
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生活上她勤
俭节约，从不浪费，孝敬父母，尊
重师长，团结同学，爱护公共财
务，遵守公共秩序。她热爱集体，
愿意为班集体，为同学们服务。

5.姜涵梓

女，汉族，2006 年 10 月出
生，是内丘中学 21级英才 4 班的
一名学生。她严于律己，遵纪守
法，热爱祖国，积极向上；她孝顺
父母，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勤劳
善良；她热心公益，服务社会，传
递爱心，担当有为；她兴趣广泛，
作风优良，品行端正，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多次获得" 优秀个人"
奖、" 三好学生" 奖、" 文艺之星"
奖、" 进步之星" 奖，在国家及省
市级举办的" 希望之星" 少儿舞蹈
大赛中荣获 3个一等奖、一个三等
奖和最佳表演奖，是一名优秀的新
时代好少年。

6.柳泽旭

内丘县平安小学五年级一班学
生，今年 12岁。一年级至今，一
直担任班里的班长、中队长、优秀
少先队员，是老师的好帮手，同学
的好伙伴。她的兴趣爱好也很广
泛，喜欢书法，弹琴，舞蹈和主
持，多次参加内丘县文化活动的舞
蹈演出。在学校多次担任年级组织
的文艺活动主持人，并被评为" 最
佳主持人"。她积极参与学校科技
创新实践活动并获奖。她总是带领
班级同学积极响应学校开展的各类
活动，并热心组织、动员、鼓励同
学勇于参加，大胆表现，为班级赢
得多项荣誉。

7.刘梓墨

男，14岁，现就读于内丘县
第三中学 21-14班。他七年级上学
期，担任团支书，七年级下学期被
评为" 优秀班干部"。他学习态度
端正，成绩优秀，平日里，关心同
学，乐于为同学排忧解难。他喜欢
旅游，以此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还酷爱运动，兴趣广泛，热爱劳
动，优秀的表现得到了家长、老师
和同学的一致称赞。他将继续不懈
努力，带着梦想前行，努力成为一
名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8.刘 畅

女，9岁，内丘县实验小学四
（1）班学生，品学兼优，严格要求
自己，勤奋好学，态度端正，是同
学们的好榜样。她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各项活动，获得过" 书法优胜

奖"" 演讲一等奖" 等。刘畅同学
为人正直善良，充满自信，乐观向
上，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班里尊
敬师长，团结同学，助人为乐，不
计较个人得失。在生活上独立自
主，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有自
己的兴趣爱好。

9.孟鑫洋

女，14岁，内丘县第四中学
八（3）中队学习委员、语文课代
表。她思想进步，学习刻苦；品行
端正，诚信俭朴；关心班级，尊师
守纪；孝敬父母，乐于助人，坚强
勇敢，热爱班集体，关心队员，是
队员们学习的好榜样。无论在学校
还是在家，她均能获得大家的一致
好评。

10.张悦笛

女，10 岁，内丘县新西关小
学四 （3） 班学生。她谦逊好学，
品学兼优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班里担任语文课代表。她爱好广
泛，喜欢阅读、游泳、书法、画画
等，她积极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
曾获得 2021年内丘县首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科学幻想画一等奖、
获得 2022 年" 书情画意迎六一"
硬笔书法比赛活动年级组第一名。
她遵纪守法、思想上进、积极乐
观、乐于助人，积极主动做老师的
小助手，同学的小帮手，父母的小
副手。她听党话、跟党走，立下少
年志，共筑中国梦，争做有理想、
有追求的新时代好少年。

内丘县 2022 年第三季度“新时代好少年”简介

（上接第一版）保障看病就医等
基本民生服务，加大对老弱病
残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力度，
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尽
力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序。要
做好重点人群疫苗接种等工作，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抗
疫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反
复性，强化责任担当，增强斗
争本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好思
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坚决打赢
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以上信息由县文明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