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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纪贯之于基层则基层稳，风气

正之于基层则基层兴。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要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

基层，以严明的法治和纪律凝聚铁的意

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这

一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基层建设树起了

法纪导向、提出了作风要求，必将更好

推动基层部队法纪严明、风清气正。

基层处在带兵第一线，必须坚持严

字当头、一严到底，全面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方针。严治之军，所向披靡；

无治之兵，百万无益。我军是靠革命理

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人民军队，法

纪严明、风清气正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

政治优势，也是我军基层建设得以长足

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基层建设的实践

看，只有法纪严、作风正，才能带出响当

当、过得硬的部队。只有坚持扭住厉行

法治抓基层，把正风肃纪牢牢抓在手

中，自觉依令而行，纯正作风生态，才能

推动基层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

的铁律，也是建强基层的基本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为基层部队方方

面面的事务立起铁规矩到发布新一代

共同条令，从出台《关于加强军队基层

风气建设的意见》到在旅团级单位建

立基层风气监察联系点……不断完善

的法规制度体系和不断纯正的作风环

境，为促进全军基层建设行稳致远提

供了坚实的法纪和作风保证。

当前，全军基层部队法纪和风气建

设总体是好的，但也要看到，一些基层单

位仍存在纪律不严、风气不正等问题。有

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搞土政策土

规定，有的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关系。

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法纪的威信、败坏

了基层风气。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依

法治军工作力度和纯正基层风气，把基层

锻造成令行禁止、全面过硬的“刀尖子”。

军纪者，军事之命脉；风气者，基

层建设之“元气”。加强新时代基层建

设，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

针，贯彻条令条例，坚持按纲抓建。要

对基层建设有关政策制度进行全面梳

理，搞好科学论证，做好立改废释工

作。要严格管理部队，坚持严格要求

同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束同

说服教育相结合，确保部队高度集中

统一和安全稳定。要把正风肃纪反腐

压力传导到基层，深入纠治官兵身边

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把基层搞得

清清爽爽。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

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

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

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
——四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
多……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
展望未来，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
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11月 12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
人彭丽媛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
陪同下，参观了久负盛名的雅典卫城博
物馆。

建于公元前 5世纪的雅典卫城坐落
于阿提卡盆地中的卫城山丘上。山脚下
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保存着从卫城及
周边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承载着古希腊
文明的厚重记忆。

这是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帕夫洛
普洛斯总统的第三次见面。
“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未来的

期许来到希腊”“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
本质要求”“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
突、制造隔阂”……无论是正式会谈还是
欢迎宴会，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话题总
能在两位元首间产生共鸣。

沿着玻璃栈道走进博物馆，仿佛走
进历史的长河。

从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上的“拔火罐”
图案谈到古代中医，由帕特农神庙三角
楣上的众神雕像联系到中国古籍《山海
经》，从酒神剧场复原模型讲到艺术和教
育……

习近平主席仔细听取讲解，时而询
问历史细节，时而引经据典同大家交流。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入博物馆二层
展厅。在一尊名为“克里提奥斯少年”的
雕像前，习近平主席停下脚步。

雕像男孩表情丰富，形体健美，是希
腊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作品，表

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说，古希腊“智者学派”萌发的人本主
义思想同中国儒家坚持的“以民为本”理
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起源

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传入中国。今天，在这里，东西方两个文
明古国又以新的方式再次相聚。”两国元
首对讲解员的这番解说颔首称许。

博物馆不仅记录时间，更存储人类
精神。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习近平
主席再次驻足。“这是雅典娜女神刚刚参
加完战争后休息、沉思，虽是一块很小的
浮雕，却非常有意义。”帕夫洛普洛斯总
统亲自向习近平主席介绍。

习近平主席说，她在思考战争的意
义究竟何在。

习近平主席讲起中国成语“止戈为
武”。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边听边不住地
点头表示赞同。

前一天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对帕夫
洛普洛斯总统讲过这样一番话：“中国人
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
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我赢
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
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

这个深刻的话题，在今天的参观中
延续深化。
“感谢您今天的来访。”卫城博物馆

馆长潘德马利斯将一件雅典娜浮雕复制
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
主席向他表示感谢。

一件件浸透历史沧桑的艺术珍品，

见证着希腊文明的辉煌与苦难。
女像柱是卫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原本6座，其中一座流落异乡。
“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我们对文

物流失深感痛心。这些文物流失在外，
本身就是文明的耻辱。希望中国能够支
持我们在文物回归方面的努力。”帕夫洛
普洛斯总统说。
“我们不但支持，还要共同努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希
两国都有大量珍贵文物迄今仍然流失海
外，双方可以加强合作，使这些文物能够
尽早回到自己的祖国。

三层帕特农神庙展厅，博物馆工作
人员向习近平主席展示先进的文物激光
修复技术。
“中希两国都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双

方可以在修复和保护重要文化历史遗产
方面加强合作。”习近平主席嘱咐。

短短一个小时，虽道不尽历史沧桑，
却打开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天地。

置身博物馆露天平台，以雅典卫城
为背景，习近平主席夫妇同帕夫洛普洛
斯总统夫妇合影留念。镜头定格这一重
要而难忘的瞬间。

以署名文章《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
鉴未来》起笔，又以这场穿越时空的参观
收篇，习近平主席希腊之行饱含深意。
“希望您再来希腊，我们可以有更长

时间沟通交流。”帕夫洛普洛斯总统向
习近平主席发出新的邀请。
“我很期待，也欢迎您多到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新华社雅典11月12日电 记者

霍小光、郝薇薇）

鉴 往 知 今 话 未 来
—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侧记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2日电 （记者陈威华、陆佳飞）当
地时间 11月 1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巴西利亚，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下舷梯，巴西政府高级官员在舷
梯旁迎接。巴西空军基地司令向习近平夫妇敬礼，空军号手

吹号致敬。礼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希腊的国事访问后抵达巴西利亚的。

离开雅典时，希腊外交部长登迪亚斯到机场送行。

结束对希腊的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抵 达 巴 西 利 亚 出 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单
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单行本出版

当地时间11月1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下舷梯后，巴西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迎接。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3日电 （记者陈威华、
赵焱、陆佳飞）当地时间11月 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西利亚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博索纳罗总统成功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我们达成的共识正在得到积极落实。在
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巴西参展
方的成交额比上届增长3.6倍，成绩喜人。中巴作为东
西半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我
们看好巴西发展前景，对中巴合作充满信心，愿同巴西
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荣。我愿同
你一道，把握好、引领好中巴关系发展方向。

习近平强调，中巴都是大国，双方要保持战略
定力，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加强交往，筑牢互
信。要相互开放市场，探讨就农产品、铁矿石、原
油等基础性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直接的供应渠
道。中方支持本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互联互通。推进数字经济、新一代通信、
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预祝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不久再次发射成功，并共同推进后续合
作。要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中
方支持巴西政府为抗击亚马孙雨林灾情所作努
力，相信巴方有能力克服灾害。要共同推动中国
和拉美国家开展全面交流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捍卫新兴市场国家正当发展
权益。中方支持巴西即将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会晤取得成功。
博索纳罗表示，不久前我对中国成功进行国事

访问，我们就发展巴中关系达成很多共识，我指示
巴方有关部门尽快落实。中国是世界举足轻重的
大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人民对中国人
民怀有敬佩、尊重和友好的情谊，巴中合作对巴西
的未来发展具有日益重要意义。巴中经济具有很
强互补性，合作领域日益拓展。巴方欢迎中国企业
来巴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铁矿石、油气等能源
领域加强合作。巴方重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重
要机遇，希望扩大双边贸易，推动更多巴西农产品
进入中国，巴方也愿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巴西提
供良好条件。巴方愿采取便利化措施，促进双方人
员交往和人文交流。感谢中方在亚马孙雨林问题
上支持巴方主权，愿同中方就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开展合作。感谢中方对巴方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给予的支持，愿同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会
晤取得积极成果。

博索纳罗表示，感谢中国对巴西的信任和友
谊。巴西从长远角度重视同中国加强广泛领域的
合作，深化传统友谊，造福两国人民。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并见证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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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全军官兵深入学习讨论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