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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领航中国

坚定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新征程凝心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述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

■“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
的思想基础”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
海内外发行。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党”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山西太原市迎泽区委党校迎泽
街道分校教室里，数十名街道、社区干部围绕最新出
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展开学习并进行交
流分享。
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这一著作集中展现了马克
参观者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展良业夜游展台的《千机圆明》沉浸体验空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间内欣赏数字技术模拟的圆明园景象。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外看，世界
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向内看，我国社会思想观
念深刻变化。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以习近平
正创新中，中华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推动中华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文明与各国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性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用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中秋佳节，杭州良渚，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 “文润阁”用镜头记录了月光下的诗情宋韵。月光千
戴上 AR 眼镜，探寻“稀世珍宝”
伯矩鬲背后的故
转变——
年未变，
时代已万象更新。
事；在虚实融合的数字空间中，沉浸式“云”游敦煌莫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
2022 年 7 月底，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这
高窟……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科技
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
座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
与文化相融合让参观者
“跨越千里、穿越千年”
。
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文脉，充分体现着我们党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
“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促进基层文化设施
责；
自觉、汲取历史智慧更好走向未来的历史主动。
布局优化和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
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
给，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
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确文化惠民“大礼包”，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文化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
小康”
带来的幸福感。
议，阐明原则立场，
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
十年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
想为指导，我国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更加繁荣的
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生动景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文化，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面迸发。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
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鲜明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化
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全国政协委员，强调“要坚定文
一系列重要讲话、一个个重大部署、一项项有力
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
举措，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创新性发展。
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
十年来，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推动下，中华文脉在
领风尚”
。
2021 年仲夏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
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凝聚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馆。一年多来，前来参观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力、影响力——
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为人
人们在这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感悟一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长
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个伟大政党的初心使命。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关于在城
新时代的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等出台，中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长津湖》，电视剧《觉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实施，国家文化
代》
《山海情》等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现实关怀；报告文
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
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
学《乡村国是》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生动讲述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梳理，摸清文化资源家
脱贫攻坚故事；长篇小说《人世间》
《主角》等现实题
培根铸魂。
底，文化遗产保护跃上新台阶，我国有 42 个非物质
材佳作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歌曲《坚信爱会赢》、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
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居世界
话剧《护士日记》等讴歌疫情中的凡人英雄；复排民
个。”
第一；
族歌剧《党的女儿》、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创新
2021 年 4 月 25 日，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记住乡愁》
《典籍里的中国》
《国家宝藏》
《唐宫
形式再现英雄形象；重大主题文艺活动《奋斗吧 中华
馆，走到油画《陈树湘》前，习近平总书记由衷感叹。
夜宴》等电视节目“圈粉”无数，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
儿女》
《伟大征程》等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纪念碑前每一个庄
心，文物热、非遗热等纷纷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姿多彩——
重的鞠躬、纪念馆内每一次深情的凝望、对英雄故事
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焕发当代价
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十年来，我国深化
每一回动情的讲述，都彰显着对中国精神的崇尚与
值和永恒魅力；
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弘扬。
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向世界介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截至 2021 年底，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
绍中国经验、传递中国声音；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广泛
全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2542 个，公共图书馆
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
”
开展，
“ 感知中国”
“ 欢乐春节”
“ 四海同春”等对外文
3215 个，文化馆 3316 个，博物馆 6183 个。到目前为
从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
化交流活动在全球掀起中国热……向世界讲好中国
止，实现了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合文
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
化站和大部分博物馆免费开放。
工作体系，到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影响力明显提升。
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
设立烈士纪念日，再到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建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界的最深处探寻，
文化强国建设步履矫健。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学习大国建设……理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想信念的根基更加牢固，精神文明的花朵愈发灿烂。 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放眼新时代，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中
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
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
华民族的精神之光竞相闪耀。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在与时俱进、守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绚丽新篇。
（新华社）

“揭榜挂帅”
寻找养蟹金点子
◀上接Ａ1 版
今年，我市还对外发布《高品质河蟹池塘生态养殖技
术规范》
《阳澄湖大闸蟹品质等级评定技术规范》企业标
准，
迈出了昆山阳澄湖大闸蟹产业链标准化的第一步。

■ 聚焦难点攻关，不断拓宽蟹产业链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大闸蟹虽然整体品质更佳，但邢
金元也遇到了新的烦恼。
“你看，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
品相很棒。但今年高温天
多，水温高，大闸蟹脱壳晚、死亡多，今年产量将不可避免
降低。”不到 20 分钟，邢金元的小渔船备的黑色垃圾袋已
经装满了死蟹，
个头最大的已经 4 两多。
任黎华告诉记者，
高温天气导致湖底大闸蟹生存环境
受到破坏，
包括供氧不足、水草枯萎、自身抗高温等综合因
素，
这需要进一步检测研究。
为此，
今年推出的
“揭榜挂帅”
项目中，
《高温季节河蟹
养殖生产管理技术集成与示范》将专门针对近年来极端高
温、持续高温及河蟹性成熟期高温等相关异常天气情况开
展研究，通过实验示范，探索适宜阳澄湖地区推广使用的
养殖生产管理技术，
努力使高温季节受灾率低于 1%。
此外，我市首次就“河蟹养殖全流程追溯管理系统研
究”
“河蟹初加工产品的研发和利用”攻关难题发出“英雄
帖”
，
将视域放到阳澄湖大闸蟹之外，
同步为打造高品质河
蟹品牌提供技术支撑，
不断拓宽蟹产业链。
如今，
阳澄湖大闸蟹已成为标识度极强的品牌。但昆
山深知，这种品牌效应关键在于产品品质的依托力，在大
闸蟹研究上还需重塑自己的特色品牌。
近日，
昆山市阳澄湖大闸蟹产业研究院完成了吉祥物
设计。一对
“小生”
与
“花旦”
的卡通人物形象吉祥物，
灵动
秀气、活泼可爱，并发布品牌形象口号——
“幸福多一
‘蟹’”
。

■ 探索智慧养殖，
“仿真”打造科技版阳澄湖

阳澄湖大闸蟹味道虽美，
但阳澄湖湖面毕竟有限。尤
其在《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
盛名
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将
“游”
向何方？
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巴城镇最早的一批蟹农，周文元
响应
“退塘还湖”
“退网还湖”
的号召洗脚上岸，
带着大闸蟹
一同搬进了昆山市阳澄湖现代渔业产业园。离开了阳澄
湖，能不能养出阳澄湖品质的大闸蟹？周文元说：
“ 当然
能！”
周文元的底气首先来自产业园的“仿真”环境。产业
园区按照池塘深度、底泥硬度、塘埂坡比、水体酸碱度等要
素，模拟阳澄东湖区域生态环境。在引进阳澄湖水、利用
阳澄湖生态优势的同时，产业园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等现
代数字农业技术，
让大闸蟹住得更舒心、吃得更健康、游得
更畅快。
其次，
老周吃上了
“科技饭”
。产业园采用微孔底增氧
等新养殖技术，人为控制水域生态质量，实现大闸蟹品质
稳定可控并逐步提升。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蟹农们不再仅
靠肉眼观察水草叶片上是否挂泥，另一双更加智慧的“电
子眼”
也时刻帮着
“盯”
着蟹塘，
并实时出具详细的
“体检报
告”
。
科技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在确保养殖科学性的基础
上，昆山尽量不改变阳澄湖大闸蟹原有的生养环境，努力
实现“不在阳澄湖，如在阳澄湖”。以安防为例，产业园内
不设任何辅助照明设备，
尽量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作为
替代，
产业园引进红外夜视三可变一体智能高速球形摄像
机系统，可以 360 度快速旋转并配置变焦、变距、变光圈镜
头，而且在夜间也能高度识别车辆及行人，并检测夜间池
塘情况。截至目前，
昆山已建设现代渔业园区区域面积超
6.2 万亩，建成高标准池塘超 4.7 万亩，实现池塘改造动态
全覆盖。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计华明表示，
我市将继续围绕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深入挖掘阳澄湖大闸蟹特色农产
品资源禀赋，增加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寻求产业发展新的
突破点与增长极，推进阳澄湖大闸蟹产业向更高水平发
展。
（通讯员 朱新国 占长孙）

江苏省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
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规划范围：东接上海嘉定区，南至吴淞江、绿地大
道，西至沿沪大道，北至沪宁高速公路、312 国道，总面
积 4.13 平方公里。规划定位：以总部经济、金融服务、
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导产业。现向公众进
行第二次信息公开并征求公众关于环境保护相关意
见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www.njst.net.cn/publicityDe_426.html。请
于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按照网络公示
信息填写意见表发送至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的方式发
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