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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在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
校校长雷亚莱和 8 名高中学生致信
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对习近平主席来

访的热切期盼和从事中意友好事业的
良好意愿。习近平主席给该校师生回
信，勉励他们做新时代中意文化交流
的使者。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的来信收到

了，看到同学们能用流畅的中文表达自
己的所思所想，我很高兴。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学校成功开
办中文国际理科高中，培养了一批有志
于中意友好事业的青年。同学们在信中
介绍，通过孔子课堂项目有机会近距离
了解中国，看到了世界的广阔与多元文
化的价值。这是你们通过学习实践得来
的收获。你们立志促进中意青年思想对
话和文化交流，促进中意人民友谊，我对
此十分赞赏。希望你们做新时代的马
可·波罗，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

习近平在信中说，青春总是与梦
想相伴而行。你们即将高中毕业，迈
入大学校园。愿你们青春正好、不负
韶华，都能成就梦想。欢迎你们来华
学习和工作，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你们
的圆梦之地。

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是意大利
久负盛名的学校，该校 2009年开设五年
制中文国际理科高中，设有意大利最大
的孔子课堂，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蔚然成风。

习近平主席给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师生回信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吴晶、胡浩）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日上午在京主持召
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国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强
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林泰、中

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军、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高级讲师陈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徐川、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王学利、西安兴华小学二级教师王良、武汉市解放中学高
级教师吴又存、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级教师陈明
青先后发言。他们结合实际就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理
论教育、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全面做好立德树人工作、推
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当好学生引路人等问题介绍工作情况，提出
意见和建议。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王沪宁出席

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雷亚莱校长，各位同学：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看到同学们能

用流畅的中文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我

很高兴。

你们学校成功开办中文国际理科高

中，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中意友好事业的青

年。同学们在信中介绍，通过孔子课堂项

目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看到了世界的

广阔与多元文化的价值。这是你们通过学

习实践得来的收获。你们立志促进中意青

年思想对话和文化交流，促进中意人民友

谊，我对此十分赞赏。希望你们做新时代

的马可·波罗，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

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而行。你们

即将高中毕业，迈入大学校园。愿你们

青春正好、不负韶华，都能成就梦想。

欢迎你们来华学习和工作，希望中国也

能成为你们的圆梦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 3月 17日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宣布：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和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 21日至 26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
年”，回应了广大基层干部关切，激励大家崇尚实干、担当
作为。

这份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的通知，折射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上
下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增强“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意志和行动自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解决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必将更好
地激励广大干部把精力用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

展上来，努力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干出中国发展的新
辉煌。

这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的深刻警示

“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
“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
所反弹……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次集体学
习。在主持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系列占
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问题。
（下转第三版）

以实干成就美好未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全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综述

各位代表：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
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关于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正
逢“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一年来，常委会认真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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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工作部署，依法履
职，开拓进取，实现了良好开局。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人大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

常委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
实质、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召开 31个省级人大和有关方面参加的
学习交流会，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学习要求，深
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什么样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怎样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认识。
各级人大紧密结合实际，深入开展学习，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
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办好常委会专题讲座，
共举办专题学习讲座 10 讲，重点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法治、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关于人大立法、监督工作的要求，全
面提升常委会履职能力。针对换届后新
代表多的实际，加大代表学习培训力度，
培训 1300 余 名代表，占新任代表的
59%。分别举办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
会负责同志学习班，累计 3200 人参加，
基本实现全覆盖。

持续深入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
进一步筑牢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坚定了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
决心，进一步增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新修改的宪

法，推动宪法实施迈出新步伐

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
的鲜明主张。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
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宪执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实
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贯彻实施好宪法发
表重要讲话，3次对开展好国家宪法日
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带头进行宪法宣誓，
有力推动全社会自觉尊崇宪法、学习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在党中央领导下，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完成了宪法修改的崇高任务，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
地位，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
领导的内容，完善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
任务、奋斗目标和国家领导体制，确立
国家监察制度，夯实了国家长治久安的
制度根基。常委会按照党中央部署，把
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新修改的宪
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突出对修改
宪法重大意义和主要修改内容的学习
宣传，（下转第四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19年 3月 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栗战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

习主席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

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深刻阐明了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

基本要求。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

话，对我军来说，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扎实有效地做好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铸魂育人工作。

（下转第四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一 堂 特 殊 而 难 忘 的 思 政 课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侧记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与会代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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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

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

帜鲜明、毫不含糊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

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

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

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

强；第二，情怀要深；第三，思维要新；第四，

视野要广；第五，自律要严；第六，人格要正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

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

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

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

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

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