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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新征程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
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正式启动

周四，接英雄回家

重庆6个区县遭遇大暴雨
3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可可西里加大保护力度

藏羚羊“涨”至7万多只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
作的主线。”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热烈
反响。大家表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上，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团结携手、共同奋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深入人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
此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非

常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是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央民族大
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麻国庆说，要深入研究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内涵，
做好研究阐释工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更加深入人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
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持续开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教育宣讲全覆
盖行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牧
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斯钦表示，要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等一系列抓手，持续深化各族
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认同。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

体在我们的援藏工作中，就是要通过努
力，持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江苏省
南京市第九批援藏工作组组长、西藏拉
萨市墨竹工卡县委常务副书记施勇君
说，“我们要把西藏当成自己的故乡，把
西藏人民当自己的亲人，不断提升老百
姓的幸福感，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

“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一切社区工作的主线，正是我们团结社区
各族群众的‘不二法宝’。”第一时间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广西南宁中
华中路社区党委书记谢华娟倍感振奋。

在中华中路社区里，少数民族人口
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民族共
居共乐的画面处处可见。“帮助少数民族
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是做好社区民
族团结工作的根本。”谢华娟说，下一步，
我们要继续深入了解各族群众所思所
想，创新社区活动方式，不断拉近各民族
居民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水族居民韦秀桥
从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高兴村，搬到位于榕
江县卧龙社区的新家。他说：“搬过来的这
几年，社区设有道德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等场所，给居民及时充电、补钙，我们的精
神生活更丰富了。”
“总书记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精神情

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我们会牢记
总书记的要求，构筑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韦秀桥说。

2010年8月至今，江苏省海安市青年教
师王拥军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宁海民
族中学支教达11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
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王拥
军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一
名支教老师，我不仅要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
成绩，更要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使者，帮
助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
化观、历史观，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植根在孩
子们心灵深处。”王拥军说。

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
起点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8月28日，正在宁夏区委党校参加培训
的宁夏西吉县马建乡党委书记马爱萍结束

一天课程后，立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自从去年脱贫后，马建乡正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持续发
力，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提升各族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马爱萍表示，我
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继续深化宣传教育，挖掘民族团结进步的身
边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化
风成俗。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最深刻的体

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同心同
德，更需要文化认同。”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
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孔庆菊说，要不断增
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青年
一代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坚持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要继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方面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新疆哈密市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新坚表示，下一步，将创新
方式方法，在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
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推动
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伟力。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记者 梅世雄 王逸涛）记者从
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退役军人
事务部牵头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委省政府，29日正
式启动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
安葬工作。

中韩双方将于9月1日在韩国仁川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
殓仪式，2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交接仪式。运送
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抵达沈阳后，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相
关部门将于9月2日上午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烈士
遗骸迎回仪式，9月3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
葬仪式。

新华社重庆8月29日电（记者 李松 柯高阳）28日以来
重庆降雨天气持续，6个区县雨量达到大暴雨，3条河流出现
超保证水位洪水。重庆相关区县正组织力量抢险救灾。

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29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8日8时
至29日8时，重庆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到大暴雨。梁平、城口、开州、云阳、奉节、巫溪6个区县出现
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巫溪县红池坝农场，达到
231.0毫米。

受降雨影响，重庆有3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其中，合川区三庙河三庙站超保1.27米，城口县任河东升站超
保0.06米，梁平区新盛河新盛站超保0.04米。另外，云阳县汤
溪河、开州区南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29日，重庆
水文部门针对城口县任河、云阳县汤溪河、巫溪县大宁河等河
流出现的涨水过程，持续发布洪水预警信息，要求加强防范、
及时避险。

在巫溪、城口等地，受降雨影响，部分道路垮塌，低洼地带
出现积水，当地及时进行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和财产转移。

水文部门预计，29日8时至30日8时，重庆万州、开州、
云阳、巫溪、城口等区县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
过程。

据新华社西宁8月29日电（记者 柳泽兴）记者从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盗猎藏羚羊案件的发生，保护
区内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涨”至7万多只。近期，藏
羚羊大规模迁徙盛况再现青藏高原。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境内的可可西里，总
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誉为“青藏高
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上世纪80年代，藏羚羊在可可西
里遭到大规模盗猎，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达
哇卓玛介绍，可可西里工作人员多年来不间断地开展大规模、
高密度、高频率的专项巡山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进入保护区的
一切违法活动。

2020年 6月8日，可可西里成立了民兵管护分队，推行
“民兵+生态管护员”制度，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

多年来，可可西里对盗猎藏羚羊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的监
控和持续的打击，如今藏羚羊保护工作已走向常态化、制度
化。“藏羚羊有效保护的现状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成果的缩
影，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得益于国家对自然保护
区的投入及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
里管理处主任布周说。

日前，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藏羚羊保护等级已从
“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就美国情报部门发
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接受记者专
访。曾益新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
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
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
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
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
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
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
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
作的原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源研
究。2020年 7月与世卫组织先遣来华
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
（TOR），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织国际

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
中国部分的工作，并严格按照TOR开展
溯源相关研究。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地方
政府一起尽全力组织协调，完全满足世卫
组织专家参访要求，去了所有他们想去的
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
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
们想见的人，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
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社区居

民、康复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家
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同起草报
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终确定了病毒出
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
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
“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
“可能的”；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并于
今年3月份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受到全
球科学界的高度肯定。为做好下一阶段溯

源工作，中方专家7月份还向世卫组织专
家提交了工作建议。

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
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
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
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地将新冠病毒
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
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
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新华社昆明 8月 29日电（记者
姚兵）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 8 月 29 日发布通
告，根据国家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分区分级防控工作要求，经疫情防
控专家组评估，自 29 日 12 时起，瑞丽
市姐告国门社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
中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郑州8月29日电（记者
王烁）记者29日从河南省卫健委获悉，
8月28日0—24时，河南省无新增确诊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9例
确诊病例出院（本土7例、境外输入2
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境外输入2例）。

自8月28日起，郑州市恢复个体诊所
诊疗服务，诊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均要在醒目位置张贴标识，引导具有
发热、干咳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到
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疗机构要强
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国家卫健委回应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

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工具

云南瑞丽

姐告国门社区由“高风险”调整为“中风险”

河南

7例本土确诊病例出院

8月28日起，郑州有序恢复餐饮堂食，进入餐厅的顾客、外卖

配送员等人群要接受体温检测和查验健康码。餐厅推广分餐制，

提供公筷公勺，建议就餐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此外，餐厅进店人数

要与餐位数相匹配，不得造成点餐、等餐、等位等人员聚集。图为

郑州市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引导顾客扫码入店。 新华社发

郑州恢复

餐饮堂食

时隔13年 这家书店回来了

西安新华书店

钟楼书店是西安第

一家国营书店，也被

誉为西安的文化地

标，2014年成为陕西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8年，钟楼书

店以商业置换的形

式整体搬迁。2021

年8月，书店旧址所

在区域提升改造为

西安老城内的特色

文化街区，钟楼书店

也在做好文物保护

的基础上回迁至原

址重新开业。

上图：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安钟楼书店

内的读者。

右图：读者在西安钟楼书店少儿区阅读。

新华社发

8月29日，重庆市巫溪县宁河街道漫滩路一带景象。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银川8月29日电（记者 艾福梅）记者29日从宁
夏应对输入性鼠疫疫情工作指挥部获悉，21日确诊的输入性
腺鼠疫患者目前各项生命指标平稳，已可下地行走。同时，全
部密接者第二轮鼠疫核酸及抗原、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解除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其余1万多名风险人员也解除健康监
测措施，此次输入性鼠疫的疫点应急处置工作基本结束。

患者马某某，女，55岁，户籍为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
镇镇关村，2020年6月与其丈夫受雇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牧民家从事放牧工作。8月14日13时左右，患者出现
恶心、呕吐症状，随后在鄂托克旗、平罗县、银川市等地诊所和
医院就诊，21日被确诊为腺鼠疫病例，后继发败血型鼠疫。

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救治专家组负责人周玮
介绍，患者目前处于疾病恢复阶段，有望下周出院。

输入性腺鼠疫患者正在康复
宁夏：密接人员解除集中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