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9 月 14 日，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加蓬国家日”

活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行。

图为演员在“加蓬国家日” 活

动上表演。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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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古

老哲学， 人类文明孜孜以求的社

会理想。

政通人和、内和外顺、协和万

邦……“和” ，蕴藏着深刻哲理，

从历史深处走来， 在新时代闪耀

光芒。

70 年来， 新中国在发展中实

现和谐。 56 个民族、 亿万中华儿

女同心筑梦，奏响了百姓和顺、城

乡和美、社会和谐的美妙乐章。

“和” 的精彩———

“个人梦” 融入“中国梦”

8 月 27 日， 俄罗斯喀山，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总时长 18 个小时、4 个模块

的焊接， 在近乎微米之争的精度

中， 赵脯菠用堪称完美的表现一

举夺得焊接项目金牌。

闪耀的弧光， 点亮了赵脯菠

的人生。 这个来自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95 后” 小伙，初中毕业

后进入攀枝花技师学院学习，如

今站上了世界级最高领奖台。

知识改变命运。 从新中国成

立初期，4.5 亿人口中 80%以上是

文盲， 到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办学

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居世界首位。

70 年来， 亿万人民通过受教育实

现了人生理想。

和谐， 是各展其能、 各得其

所。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 每一个梦想都可以拔节生长，

每个人都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和谐中国， 就有了最具活力的底

色。

构建和谐， 不仅要促进个人

的全面发展， 还要让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这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

“加法”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71 元增加到

2.82 万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

程，这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减法”

———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 亿

人减少到 2018 年 1660 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 9.42

亿人，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44

亿人……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

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一

张张民生基础保障网， 将一个个

家庭的“小幸福” ，联结成整个社

会的“大和谐” 。

和谐，更要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

发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雷

锋精神”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

如今，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注册志愿者超过 1 亿人， 记录

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12 亿小时。

邻里守望、交通引导、关爱农

民工、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

务深入生活的日常平常经常，惠

及人们的衣食住行。

70 年来，从“学习雷锋好榜

样” 到“孝老爱亲”“乡贤文化” ，

以和善居民、 和美家庭促和睦邻

里、和谐村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熔铸成向上向善的精神气质，

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良 “家

风” 。

“和” 的智慧———

“崇德尚法”推动“共治共享”

浙江诸暨枫桥镇，“老杨调解

中心” 里的一百多本日记，诉说着

调解员杨光照三十多年来的一万

多个调解故事。

成立 9 年来，“老杨调解中

心” 累计受理各类纠纷近 2000

起， 群众满意率 100%，“有事找

老杨” 成了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1963 年， 正是这里的干部群

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

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

少、治安好” 的“枫桥经验” 。

走过半个多世纪，“枫桥经

验” 从浙江诸暨发源，从之江两岸

向全国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近 14 亿人口

的发展中大国，世人惊叹，中国如

何在深刻变革中实现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70 年来， 法治与德治相

互融合。 社会在变革中和谐稳定，

在和谐中生生不息。

从无法可依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建成， 法治在调节

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成为全体

公民的共同遵循。

被广泛认同的道德及时上升

为法律； 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

领域突出问题； 违法失信惩戒机

制不断完善……法安天下， 德润

人心。 法治与德治的光热，共同照

亮社会的每个角落。

———70 年来， 从社会管控到

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 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显现新

气象。

从“小脚侦缉队” 到“朝阳群

众” ，从“刷墙贴通知” 到“互联

网 +” ，变化的是群防群治力量不

断增强、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不断

扩展，不变的是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共同助推社会和谐。

如今，促进和谐的“填充剂”

越来越多。 我国约 40 万个覆盖广

泛社区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成为维护社会和谐有

序的最活跃“细胞” 。

如今，化解矛盾的“减压阀”

更加有效。 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

员会 75 万多个，每年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上千万件， 发挥了在协调

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 “减震”

“弥合” 功能。

不懈的实践探索， 中华传统

治理智慧和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

的和谐中国实现路径愈发清晰。

自治法治德治、共建共治共享，正

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推向新的高度。

“和” 的发展———

从“和谐共生”到“天下一家”

4 月 28 日，2019 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如约而至。

步入园区，中国馆映入眼帘。

海坨山下，妫水河畔，一座外形如

一柄如意的半环形建筑舒展于青

山绿水间。 这是一座会“呼吸” 、

有“生命” 的绿色建筑。

“部分展厅覆盖于梯田之下，

以提高建筑的保湿隔热性能，降

低采暖能耗。 同时在屋顶设置雨

水收集系统，用以灌溉梯田，实现

生态微循环。”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建筑一院院长景泉说。

北京世园会， 让大自然的交

响乐与人类和谐相融，折射出的，

是对人与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遵

循。

以最严格的制度守护生态、

发挥环保督察“利剑” 威力、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今日中

国，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是，绿色不

断拓展、蓝天越来越多、河湖更加

清澈。

发展， 不仅要实现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更进入到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推进的更高境界。

立己达人， 在实现自身发展

同时，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更是今

日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

可持续发展， 从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更好发展到促进国际反恐合

作……在诸多需要担当责任的国

际领域，中国怀着“天下一家” 的

情怀，尽己之力，贡献世界。

“一带一路” 倡议、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中国敞开胸怀欢迎各国

搭乘中国“快车” ，以实际行动提

供中国智慧， 同世界各国合作共

赢。

和谐的目光，总是兼及两边，

既提倡以和为贵， 又坚持和而不

同。

2019 年 5 月， 北京。 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盛大开幕。 亚洲 47 个

国家代表，拉美、欧洲等其他地区

代表就文明交流展开广泛探讨。

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对话、 交流互

鉴、相互启迪。

“和” 的力量，将涓涓细流汇

成江海，把点点纤尘积筑成山。

和谐，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

贴近、让不同文明在脚步间交融、

让陌生的笑脸出现寻常的街头，

和谐中国的生动画面， 成为中华

民族逐梦路上美丽的风景。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和谐中国

———70 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六

� � � � 二十六年如一日，在教师这个

岗位上，润物无声，静待花开。贵阳

市“优秀文明班集体” ，贵州省优

秀少先队集体，开阳县教书育人楷

模、优秀班主任、师德优秀教师，贵

州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一项

项荣誉是对开阳县第三小学教师

陈丽丹努力的最好印证。

二十六个春夏秋冬， 陈丽丹

始终不忘初心，秉承教育理想，用

爱沁润心灵， 在教育的路上辛勤

耕耘，付出平凡，收获幸福。

1993 年 9 月， 刚走出师范院

校大门的陈丽丹， 来到开阳县双

流镇大坡小学任教， 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 在工作中她努力提升自

己的教学能力， 后来又考入了开

阳县第三小学，工作至今。 在教书

育人的同时， 她也开始了新的学

习，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利

用课余时间顺利拿到了贵州师范

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证书。 同

时， 积极向学校里的资深教师请

教，学习教学经验技巧，主动了解

班级学生的性格、学习情况，并针

对每个学生特点， 制定符合孩子

的教育教学方案。

不断地学习“取经” ，从经验

不足到资深前辈， 陈丽丹一直在

成长。

从教多年， 陈丽丹深刻认识

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

心理成长更值得关注。 2013 年，

陈丽丹自费参加了心理健康培

训，还考取心理健康辅导员资格证

书，并获得心理健康辅导员实操能

力合格证。 在之后的日子里，她越

来越多的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做

孩子的“知心人” ，通过个体咨询

和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破解学生

心中顽疾， 让阳光照进孩子心灵，

让一朵朵花蕾绽放异彩。

“我们班上之前有个同学调

皮好动， 不愿意和班上其他同学

交朋友，看得出来，他很孤独。” 陈

丽丹回忆到， 留意到该同学的异

常后，她便来到学生家里，希望通

过家访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 交

谈得知孩子父母常年分居， 母亲

对其又过分溺爱， 造成他性格有

点孤僻，很难交到朋友。 了解情况

后，陈丽丹发挥班集体的力量，引

导同学们看到他积极向上的一

面，主动与他交流，并通过集体活

动， 让该同学有集体参与感……

渐渐地， 他懂得了融入、 懂得了

爱， 体会到了同学们的关心和帮

助， 也体会到了多年来母亲独自

带他成长的不易……孩子的脸上

笑容多了，身边朋友多了，态度也

端正积极了。

“和学生交流得用心，我愿意

对每一个同学敞开心扉。” 陈丽丹

说。

“陈老师花在工作上的精力，

是令我们所有老师都敬佩的。 ” 在

开阳三小校长余琴眼中，陈丽丹把

学生看得比什么都重。交谈中笔者

得知，陈丽丹父亲身体欠佳常年住

院治疗，但作为女儿的她从未因此

耽误过一节课，甚至到今年年初父

亲去世，她还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

认真讲课，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校

长去教室告诉她的。“看着她哭着

匆匆跑出去的背影，我心里特别不

是滋味。 ” 余琴说。

在同事眼中， 陈丽丹是尽职

尽责的同事，家人眼中，更多的是

对她的心疼和支持：“我不知道是

不是所有老师都像她一样每晚备

课到深夜， 是不是所有老师都像

她一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校而

不是家庭，但作为丈夫，我愿意支

持她。”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联欢活

动中， 陈丽丹的爱人谈到她的工

作时深有感触， 他看到了陈丽丹

一点一点的努力， 感受到了她为

了学生的进步而发自内心的喜

悦， 并坦言从最初的不理解到现

在的全力支持，他觉得值得。 “打

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教育路上

多亏丈夫与我心连心” 。提及丈夫

的支持，陈丽丹显得甜蜜而幸福。

田浪

开阳县第三小学教师陈丽丹：

让阳光照进孩子心灵

新华社电 中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陈旭 13 日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上，

代表 139 个国家发表题为 “充

分实现发展权， 让发展惠及全

体人民” 的联合声明。

陈旭表示， 发展是人类社

会永恒的主题。 各国实践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表明，

发展对实现和享有人权至关重

要。

陈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持续蔓延， 侵蚀各

国互信协作。 各国发展依然不

平衡、不协调、不充分，贫困、饥

饿尚未根除， 在全球范围内发

展权的落实未达到预期水平。

各国应以联合国 《发展权利宣

言》 为指引， 促进发展权的实

现，秉持创新、协调 、绿色 、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保证人民

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 确保人

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陈旭表示， 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 为尽早让人类

彻底摆脱贫困和匮乏， 更好促

进和保护人权，各国应坚持《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努力推

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全面致力于实现包容、可持

续经济增长； 坚持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造福人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 在人民中寻

找发展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证人

民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 保障

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权利；坚持平等互信、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将

支持发展、 促进人权的承诺转

化为实际行动， 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于 9 月 9 日在日内瓦万

国宫开幕。 中国代表 139 个国

家呼吁充分实现发展权， 让发

展惠及全体人民， 表达了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发展中国

家代表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

感谢。

中国代表 139个国家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呼吁充分实现发展权

2019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辐射公众将超 3 亿人次

新华社电 14 日，以“礼赞共

和国、智慧新生活” 为主题的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同

步启动， 活动将持续到 9月 20日。

在此期间， 全国将有 1.5 万个单位

开展重点活动 2.4 万项， 辐射公众

3.2亿人次，比往年再创新高。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是一

次大型群众性公益科普活动，今

年北京主场活动设在中国科技馆

和北京科学中心。 中国科技馆区

包括砥砺强国之志、 智慧行动联

播、科普群英荟萃、5G 连接未来、

我和我的祖国、 创新引领成长等

六大板块。 北京主场活动以社会

化为主要特色， 现场广泛使用游

艺、互动体验等群众喜爱的方式，

让公众与科学零距离接触。

同时，全国各地也将组织开展

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乡村振兴农

村科普联合行动、社区科普联合行

动、校园科普联合行动、企业科普

联合行动、 科普教育基地联合行

动、网上科普日系列活动等一系列

科普活动， 如天津举办全域科普

展，广东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

活动及科学嘉年华活动，黑龙江举

办 2019 年全国科普日暨黑龙江省

金秋活动月，福建举办第十二届海

峡两岸科普论坛暨 2019 年福建省

科普日主场活动等。

据了解，2019 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由中国科协、 中宣部、 教育

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

健委联合主办。 自 2004 年以来，

中国科协已连续 15 年成功举办

全国科普日活动， 各地各部门在

全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重点科

普活动近 8 万次， 参与公众超过

15 亿人次。

北京世园会迎来“加蓬国家日”

（上接 1 版）

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

也为李景平发展茶旅一体

化提供了帮助 。 2015 年 5

月 1 日， 贵州首条城际铁

路———贵 开 城 际 铁 路 开 通

运营，结束了开阳不通火车

的历史，南贡河茶园距贵开

城际铁路百宜站仅十多公

里。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贵

瓮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贵阳

市到龙岗镇的时间由两个

小时缩短到 40 分钟， 南贡

河茶园距贵瓮高速公路百

宜收费站仅 6 公里。

不到三年时间，公司的茶

旅一体发展交出了不错的成

绩单：2017 年， 南贡河茶园

接待游客不足一万人次，目前

年接待游客已突破三万人次，

年旅游收入超 200 万元。

2017 年，龙岗镇凭借富

硒特色， 入选全国特色小镇，

这为公司发展茶旅一体化又

增添了动力。

“硒被国内外医学界称

为抗癌元素之王和长寿元素

之王。据全县最新化学元素普

查报告显示，开阳县 99.91%

的土壤富含硒，硒元素含量是

全国平均值的两倍。 ” 李景平

说，茶旅一体化不仅是公司未

来发展的重点，更是带动群众

增收的有力抓手，将充分利用

土地和人力资源，让群众实现

从粮农到茶农再到老板的转

变，实现“以茶带旅、以旅促

茶” 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