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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月 27日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法建交55年
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
赢，不断扩大双方交往合作，给两国和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前，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
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中法都是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和
责任。我愿同你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开拓创新，以中法
建交55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紧密持久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55年前的法
中建交是法中两国独立自主精神的象
征。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法中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
相互尊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
际秩序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我高度重
视法中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
主席先生携手推进两国在核能、航空、农
业食品、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密切双方
人文交流，加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
上的合作，推动法中关系在新的一年实
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
庆 祝 中 法 建 交 55周 年

本报北京1月27日电 日
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表彰
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的通
报》，对 10 个标兵单位、18 名
标兵个人予以表彰。(光荣榜
见第二版）

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
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着眼履行新时代军
队使命任务，持续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
治军，大力加强练兵备战，在
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
践中，涌现出一大批践行强军
目标的先进典型。这次受到
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听党指
挥、对党忠诚，矢志打赢、谋战
练战，作风过硬、拼搏奉献，都
是勇担使命责任、献身强军兴
军的优秀代表。

通报强调，希望受到表
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绩。全军要以他们为榜
样，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
习主席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始
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
务，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扎
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砺
炼 打 仗 本 领 ，锻 造 精 兵 劲
旅。要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军，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
性转变，不断提高部队管理
法治化科学化水平。要持之
以恒抓好作风建设，坚决纠
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锐意开拓进取，积
极担当实干，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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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7日电 经中央军
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新
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规划》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适应新时代
新体制要求，明确了军史场馆建设的指
导思想、建设理念、体系布局、目标任
务、保障措施等，是加强和改进军史场
馆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构建新时代军史场馆

体系，对于教育激励官兵铭记历史、不
忘初心、赓续血脉，奋力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

军魂为本、育人为要，突出战味、服务打
仗，体系设计、统筹推进，简约实用、恰
当够用，开门办馆、融合创新等建设理
念，走开简约化、数字化、开放式建设路
子，着力打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军事科技和
武器装备知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全民国防教育五个教育课堂，为培
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
过硬部队提供政治滋养、历史启迪和精
神动力。
《规划》明确，要适应我军新的体

制结构，分级分类统筹推进全军军史
场馆建设，构建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为龙头，军兵种、武警部队博物
馆和现役武器装备馆为支撑的军队博
物馆系列；以数字史馆、军史长廊、荣
誉墙（室）为主体，英模纪念设施、缅怀
先烈场所、荣誉柜相配套的部队军史
场馆系列；以省军区本级革命军事馆
为主干，军分区、人武部国防教育场所
为延伸的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馆系
列，形成覆盖全军、辐射社会、功能互
补、体系完备的红色谱系展陈教育大

格局。要加强军史场馆专业基础建
设，改善保障措施，搞好开放利用，切
实打造成传承红色基因、存史资政育
人的重要阵地。
《规划》要求，各级党委要强化责任

担当，切实把军史场馆建设作为功在当
代、利在长远的战略工程，纳入部队全
面建设，摆上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实施；
各级政治工作部门主责主抓，其他机关
业务部门按职能分工各负其责，努力构
建与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相称、与新时代
强军事业相适应的军史场馆体系。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新时代
军 史 场 馆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

近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新

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这是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适应新时

代新体制要求，加强和改进军史场馆

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教育激励官兵

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赓续血脉，奋力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军史场馆是我党我军光辉历史和

优良传统的重要载体，在传承红色基

因、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铸造

“四铁”过硬部队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迫切要

求构建与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相称、与新

时代强军事业相适应的军史场馆体

系。面对改革重塑和备战打仗提出的

新要求，军史场馆建设亟须打破重建轻

用、贪大求洋、封闭建馆等老套路老模

式，切实走开简约化、数字化、开放式路

子，着力打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军事科技和

武器装备知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全民国防教育五个教育课堂。建好

用好军史场馆，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

人作用，也是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

一个重要突破口。

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必须积极

适应环境变化，不断解放思想，坚持

与时俱进，在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

中，培植红色基因旺盛的生命力。《规

划》鲜明立起军史场馆建设新理念，

强调要坚持军魂为本、育人为要，突

出战味、服务打仗，体系设计、统筹推

进，简约实用、恰当够用，开门办馆、

融合创新，指明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

设方向。《规划》构建了新的体系布

局，提出打造军队博物馆、部队军史

场馆、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馆 3个

系列，着力实现我军军史场馆体系整

体重塑。

各级党委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

把军史场馆建设作为功在当代、利在

长远的战略工程，以强有力举措推进

《规划》各项任务。要进一步更新理念

思路，坚持简约实用够用，不大兴土

木，不搞形式主义，把工作落点放在服

务备战打仗上。瞄准一流，深入论证，

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彰显

我军特质和气势的博物馆体系。因地

制宜，修旧利废，展开数字史馆、军史

长廊、荣誉墙（室）和荣誉柜等建设，推

动“史”走出馆、走近官兵。坚持军队

主导、军民融合、共建共享，稳妥推进

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馆建设。准确

梳理部队历史，写好“红色家谱”，同时

加强文物征集管理，改善保障措施，搞

好开放利用，让广大官兵从军史场馆

这个精神殿堂中不断获得政治滋养、

历史启迪和精神动力。

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记者李忠发、
潘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 27日在北京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
洙墉为团长的朝鲜友好艺术团。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朝鲜友好艺术团访华
演出。习近平指出，此次访演既是落实中朝双
方重要共识的一项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
朝建交 70周年一项重要庆祝活动。相信访演
会取得圆满成功，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李洙墉首先转达了金正恩委员长和李雪
主女士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彭丽媛女士的亲切
问候和良好祝愿，诚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对此

次友好艺术团来华访演的关心和重视。
习近平请李洙墉转达对金正恩委员长和

李雪主女士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指出，2018 年以来，我同金正恩委员长 4次会
晤，就新时期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达成重要
共识。今年是中朝建交 70周年。中方愿同朝
方一道，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流是中朝关系
中富有特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
方共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正恩委员长就加
强中朝文化艺术领域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

识，继续为巩固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承中朝
传统友谊、推动各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李洙墉再次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彭丽媛
女士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观看演出，表示朝鲜
友好艺术团此次来华访演就是想真挚表达金
正恩委员长对习近平总书记以及朝鲜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朝方将认真贯彻落实
金正恩委员长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
识，加强朝中友好合作，为谱写朝中友好新篇
章作出新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了朝鲜友好
艺术团的演出。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

的乐曲中拉开序幕。随后，朝鲜艺术家为中国
观众表演了《阿里郎》等朝鲜民族特色乐曲和
《长江之歌》《歌唱祖国》等中国歌曲，现场观众
对朝鲜艺术家的精彩演出予以热烈的掌声。
演出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落下帷幕，现场洋
溢着欢乐友好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上台同演职
人员握手，并同大家合影留念，祝贺演出取得
成功。

王沪宁、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黄坤明、
蔡奇、王毅等陪同会见并观看演出。

朝鲜友好艺术团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会见李洙墉并观看朝鲜友好艺术团演出
王沪宁陪同会见并观看演出

本报北京1月27日电 记者钱晓
虎、特约记者李大勇报道：1月 25日，陆
军举行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
兵颁奖仪式。杜富国、李庆昆、候国
领、蒯威、张尚年、刘加平、杨祥国、吕
建民、钱立志、冷雪冰等 10名标兵及家
属代表登上奖台，从陆军领导手中接
过奖杯和证书，见证无上荣光，共享荣
耀时刻。

颁奖仪式以“逐梦强军”为主题，分
为“忠诚、胜战、使命”3个篇章，以视频
介绍、宣读颁奖词、现场访谈等形式，立
体呈现标兵先进事迹，展现陆军部队聚
力练兵备战、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的生
动实践。

陆军领导机构成立以来，陆军部
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举
旗铸魂，聚力备战转型，人民陆军换羽
腾飞、面貌一新。在强军兴军、建强陆
军的伟大征程上，涌现出一大批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

革命军人。受表彰的标兵中既有兵种
部队的指挥军官、参谋人员，也有院
校、科研和训练机构的专业技术干部；
既有来自基层一线的士官骨干，也有
来自科研战线的专家，向战备训练、作
战部队和基层一线倾斜的特点格外鲜
明。他们铁心向党、热血报国的忠诚
品格，矢志打赢、强军备战的使命担
当，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
敬业精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生动
展现了新时代陆军官兵激扬青春、奋
斗逐梦的风采风貌。

这次评选表彰是陆军构建荣誉价
值体系、培育全面过硬军人的重要抓
手，也是打造陆军名片、培树时代楷模
的品牌活动。颁奖仪式通过电视电话
会议系统和强军网覆盖陆军部队。这
是陆军构建“统筹资源、服务全员，集
优共享、直通末端”教育格局，推进政
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
的创新实践。

陆军举行首届“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标兵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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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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