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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丁薛祥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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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至 28 日，习近平分别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陕西省委书
记刘国中和省长赵一德， 河南省委书
记楼阳生和省长王凯陪同下， 深入陕
西延安市和河南安阳市的农村、学校、
红色教育基地、 文物保护单位等进行
调研。

延安是革命老区， 也曾是深度贫
困地区。 习近平一直挂念陕北的老乡
们。 2015 年 2 月，习近平在延安主持
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当地推进脱贫攻
坚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
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延安， 看看
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 还有什么
困难，乡村振兴怎么搞。

26 日下午， 习近平一下火车，就
乘车前往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
村。 正值金秋，山上苹果园硕果累累，
一片丰收景象。习近平走进果园，向现
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年苹果收成，同
老乡们亲切交流， 并采摘了一个红红
的大苹果。 习近平详细询问苹果种植
技术、采摘方法、品种质量、销售价格、
村民收入以及如何发展苹果种植和其
他产业等，老乡们一一回答。习近平十
分关心灌溉和用水问题， 老乡们告诉
总书记，他们通过筑水坝、搞滴灌和精
细化管理， 有效解决了用水和灌溉问
题。 习近平称赞说， 这就是农业现代
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在村苹果洗选车间， 习近平听取
当地苹果产业发展情况， 并察看分拣
装箱生产线。 现场摆放了当地种植的
各种苹果和深加工产品， 习近平饶有
兴趣地一一端详，仔细听取介绍，对当
地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 培育壮
大集体经济、 带动老乡们增收致富的
做法表示肯定。

车间外，老乡们聚集在一起，高声
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同老乡们拉起
家常，回忆当年他在陕北的知青岁月。
习近平对老乡们说， 我在陕北生活了
7 年，当年看到老乡们生活很艰苦，心
里就想着怎么样让大家生活好起来。
这次来延安， 看到一派硕果累累的丰
收景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
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
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
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 老乡们
有工作、 有稳定收入， 孩子有好的教
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 从
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
习近平指出，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
对贫困问题解决了， 老乡们过上了好

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
越来越美好。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
海拔等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 加上
滴灌技术、矮化种植技术、选果生产线
等不断发展，就地卖出，销路不愁，大
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
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
前途。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
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
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 把老百姓的事
情办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
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
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老乡们爆发出雷
鸣般的掌声。

随后， 习近平来到延安中学枣园
校区。 延安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中学，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教育
家、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精
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具有光荣历史
和优良革命传统， 为革命老区培养了
大批人才。习近平走进学校教育史馆，
了解学校总体办学情况。 习近平希望
延安中学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弘扬革命传统，
培育时代新人。

在学生餐厅，各式各样的饭菜色香
味俱全。 习近平详细察看，向厨师们了
解饭菜的价格和口味，叮嘱他们确保质
量、注意卫生，让同学们吃得放心舒心。

教学楼里，学生们正在上课。习近
平走进高一（2）班教室，同师生亲切交
流，问同学们有什么理想，长大后想做
什么。 一位同学说将来想当李时珍那
样的医生， 另一位同学说想考大学药
剂专业，还有一位同学说想学外语、将
来当一名外交翻译。 习近平听了十分
高兴，称赞他们人生目标明确，理想高
尚。他勉励同学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
立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离开学校时，夜幕降临。同学们走
出教室，鼓掌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向大
家挥手致意。

2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河南安阳林
州市红旗渠纪念馆。 上世纪 60年代，当
地人民为解决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
境，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在太行山腰修
建了引漳入林水利工程，被称为“人工
天河”。 习近平走进展馆， 依次参观了
“千年旱魔，世代抗争”、“红旗引领，创造
奇迹”、“英雄人民， 太行丰碑”、“山河巨
变，实现梦想”、“继往开来，精神永恒”等
展览内容。 习近平指出，红旗渠就是纪
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
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要用红旗渠精

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
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
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没有老一
辈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
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
要永远铭记他们。 今天，物质生活大为
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
能变。 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应
该来看看。 随后，习近平实地察看红旗
渠分水闸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分水闸在
调水、灌溉、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红旗渠修建过程中，300 名青年
组成突击队，经过 1 年 5 个月的奋战，
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这
个输水隧洞被命名为青年洞。 习近平
拾级而上，来到青年洞，沿步道察看红
旗渠。习近平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
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是中华民族不可
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年轻
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 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
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
历史的丰碑上。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 我们正逢
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
贡献。 红旗渠精神永在！

28 日下午，习近平考察了位于安
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
址。 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
考、 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
城遗址。习近平步入殷墟博物馆，仔细
观摩青铜器、 玉器、 甲骨文等出土文
物。 随后，习近平来到车马坑展厅，察
看商代畜力车实物标本和道路遗迹。
他指出，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
存 3000 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
推进了约 1000 年。 殷墟我向往已久，
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
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供借鉴。 中国的汉文字非常
了不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
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
居功至伟。 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
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
伟大的民族， 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
的。 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强
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
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
合”。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
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陈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
同分别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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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民政部党组书
记、部长唐登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
团结奋斗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二十
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
导机构，习近平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全
党共同意志，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共同
心愿，部党组坚决拥护。

会议对全面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要认真学习领
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大会主题，深
刻认识这一主题阐明了党在新征程上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重
大问题，是大会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总纲， 一定要牢记“三个务
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奋
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强调要认真学习
领会过去五年工作成就和新时代十年
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两个
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
果，是新时代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保证，是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
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必须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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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02 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陕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阳
市考察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要全面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扬延安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陪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