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巨锋） 3 月 27 日，市
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蒋九芳一
行就重点交通项目推进工作来我县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县委书记管志
民，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温建敏，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董亮出席会
议。副县长李吉春主持会议。

会上，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同志
汇报了 2023 年我县交通运输工作开
展情况及需市交通运输局支持事项；
市交通局负责同志介绍了 S341、德
州至昔阳公路、獐么至岗底段改建
工程项目前期进展、建设安排、资
金构成等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探讨，并就项目推进工作提出了
意见建议。

蒋九芳指出，要提前谋划、科
学推进，做好交通项目规划前期准
备工作，切实提高项目规划质量。
市局相关处室对内丘县反映的问题，
要认真梳理、认真研究、积极解决。
市、县两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联
系对接，加大向省厅的汇报、对接
力度，全力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并表示将
继续关心支持内丘交通运输事业的
发展，帮助内丘进一步完善提升交
通运输网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管志民对市交通运输局长期以

来对我县交通事业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表示感谢。他表示，内丘县将按照
市局的要求，精心安排部署，按照

“统筹建设、积极储备”的思路，有
效推进各项工作向前迈进。各职能
部门将积极对接，全力做好配合工
作，加快推进重点交通工程建设。
希望市局持续加大对我县交通建设
的支持力度，在重点交通项目上给
予更多政策和资金倾斜，为内丘县
交通路网提档升级增添更多助力。

市交通运输局调研组
就重点交通项目推进工作来我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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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峰瑜） 3 月 27
日，中国金花葵文化起源地研
究课题开题仪式在我县鹊山湖
阿尔卡迪亚酒店举行。县政协
主席马聚林出席并致欢迎词。

马聚林说，今年是金花葵
在内丘发现二十年，又逢国家
级中国金花葵文化起源地研究
课题开题。内丘县将抓住难得
的发展机遇，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事
业的重要指示，依托深厚的扁
鹊中医药文化资源和悠久的中
药材种植传统，积极打造金花
葵种植、深加工等产业链，把
金花葵产业做大做强，把金花

葵文化发扬光大，为内丘再添
一块金字招牌和靓丽名片。

据悉，本次活动以“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打造邢台中
医药新高地建设”为宗旨，致
力推进以金花葵为代表的邢台
中医药起源地文化研究，坚持
文化研究和产业发展并重的新
思路。课题组主张构建金花葵
文化体系、金花葵文化精神与
新时代发展、金花葵文化保护
与传承、金花葵文化知识产权
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梳理金花
葵文化脉络及金花葵文化未来
发展规划。

中国金花葵文化起源地
研究课题在我县启动

本报讯 （瑞菊 金鹏） 3
月 25 日，内丘县“山庄皇家窖
藏杯”乒乓球比赛在东尚健身
球馆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乒协组、社
会男子组和社会女子组进行，
采取五局三胜的赛制，来自我
县的 150 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
加比赛。比赛中，选手们本着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
则，你来我往，各展所长，比

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出色
的球技、矫健的身姿，不时赢
得呐喊声与喝彩声。?经过一天
激烈的角逐，各组别分别评选
出前 8 名，并为获奖选手颁发
了奖品。

此次乒乓球比赛由县教育
局主办，旨在推动全民健身，
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健身、参与健
身的浓厚氛围。

我县举办乒乓球比赛

3 月的北京，春风荡漾，万物复
苏。15 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
发表主旨讲话，以视频连线方式同
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 500 多个政
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同探讨人
类社会现代化这一重大议题。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
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
界眼光、天下情怀。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人类发展的宏大
坐标系思考中国发展，将中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
来，引领新时代的中国携手世界，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一）胸怀天下，立己达人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
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2022 年 6 月 24 日晚，北京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火通明。跨越
山海阻隔，五大洲 18 个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云端”相
聚，共商全球发展大计。

“尊敬的习主席，感谢您举办全
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感谢您值此艰
难时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埃及总统塞西动情地说。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全球
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世界愈发
将目光投向中国。

“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在中国
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切
身体会到了百姓的稼穑之难和衣食
之苦，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
印在我的脑海里。”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上，习近平主席以梁家河的变
迁切入，讲述发展之于人民的重要
意义：“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故地，看
到乡亲们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陕北高原是习近平的根，用他

自己的话说，“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
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也正是在这里，青年时期的习
近平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树
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认知。他
后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
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
才有基础。”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
下之利为利，习近平主席立身行事、
治国理政、心系天下的情怀风范，令
与会者动容。

早年在地方担任领导干部，习
近平有次谈及对“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理解时说：“‘平天下’不
是打天下，不是统治天下，而是让老
百姓摆脱贫困，安居乐业、丰衣足
食。天下都以你为榜样去和平发展，
用你的理念去协和万邦，实现大同，
这就离‘平天下’不远了。”

从下乡插队时“让乡亲们饱餐

一顿肉”的憧憬，到改革开放之初访
问北欧时“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
生活”的夙愿；从在福建工作时推动
向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广
菌草扶贫技术， 到担任国家领导
人后帮助解决“西非之角”塞内加尔
乡村居民饮水问题……岁月悠悠，
拳拳之心从未改变。

“中国是个负责任国家，我们要
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
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
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努力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担任总书记后
的首场外事活动中，习近平鲜明阐述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他
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次年 3 月，当选国家主席后首
次出访，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我们要实
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
且造福各国人民。”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带着对人类发展大势的深邃

思考，习近平主席倡导并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中国传统天下
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以新的
时代内涵，引领中国为促进人类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贡献智慧与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矢志不
渝———

2014 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出访
欧洲多国。每到一处，他必谈“和平
发展”。在法国巴黎，谈及拿破仑的

“中国睡狮论”时说：“中国这头狮子
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
的、文明的狮子。”在德国柏林，驳斥

“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
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
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
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在
比利时布鲁日，道出中国选择和平
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民对
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
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
和平、反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
内政。”

纵使国际风云变（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的天下情怀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峰瑜）3 月 28 日，县委书
记管志民深入到南赛乡、獐么乡调研
检查森林防火工作。县委常委、办公
室主任董亮，副县长李吉春参加调研。

管志民先后到南赛乡森林消防
队驻地、獐么乡寨门沟村森林防火检
查站、黄岔村森林防火检查站、田白
芷森林防火检查站进行实地察看，详
细了解森林消防队伍靠前驻防、防火
物资储备以及防火检查站执勤值守
等情况，并听取了全县森林防火工作

开展情况的汇报。
管志民指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
高认识，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最
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格的
要求，确保森林防火工作万无一失。

管志民强调，要落实责任，强化
人防物防技防，严格野外火源管理和
火情监测，从源头上消除森林火灾隐

患，坚决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要
突出重点抓巡查，利用天眼摄像头、
无人机等设备，紧盯重点区域、重点
部位、重点设施、重点人群，深入排查
隐患，对火情早防范、早发现、早处
置。要进一步织密火源防控网格体
系，做到人员培训到位、物资储备到
位、责任分解到位，确保森林防火工
作任务落地落实。

调研过程中，管志民还督导检
查了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工作。

管志民调研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