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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花开，幸福路长。
沐浴着建党百年的阳光雨露，西

藏迎来了和平解放7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球之

巅”不断刻写历史：彻底粉碎外部势力
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维护了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
整；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度，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崭新
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
光明前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回望雪域高原70年的壮丽发展
历程，为人们深刻理解三个“为什么”提
供了一份来自“世界屋脊”的“答卷”。

抚今追昔，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
的沧桑巨变，用铁一般的事实揭示了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西藏的一切发
展进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才能办得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才能干得成，只有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才能实现得了。

以人民为中心：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新西藏

日喀则江孜，西藏的“英雄城”。
高耸的江孜宗山古堡，见证着西藏

人民誓死抗击英国侵略者、保家卫国的
壮举；一幅幅由侵略者绘制的军事地
图，刻录着帝国主义觊觎西藏的图谋。

古堡下的帕拉庄园——目前西藏
唯一保存完整的贵族庄园，旧时领主
奢华的生活和农奴悲惨的命运形成鲜
明的对比，充分暴露了封建农奴制度
的黑暗。

回想过往，江孜县班久伦布村的
多布杰老人分外感慨：“是共产党让西
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让百万农
奴翻身得解放，让高原人民过上了幸
福生活。”

经历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
温暖。了解历史的人，方能理解历史
创造者的伟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帝国
主义加快了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勾结
的步伐，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
土——西藏》的社论。同年12月，毛泽
东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战略决策，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历经昌都战役和反复谈判，1951
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

但西藏反动上层企图永远保持封
建农奴制和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于
1959 年 3 月 10 日发动全面武装叛
乱。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
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
掀起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
民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以前梦中的事真的发生了，我们
分到了土地、牲畜，再也不用受农奴主
的压迫了。”81 岁的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居民土丹坚参说。

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奋斗在“世界屋脊”，孕育
出“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援藏精
神”，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增添
璀璨明珠，也为雪域高原奋进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

此去万里经年，只因冰心一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对口援藏

实施以来，有 16 名援藏干部牺牲。
2020 年西藏在岗牺牲的公务员就有
60多人，是和平时期牺牲最多的群体
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考察西藏时
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
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
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
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

中央党校教授王小彬说，70年来
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伟大
变革，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
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党的
治藏方略引领西藏稳步前行

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
公路最高点。

公路通车67年来，一代代道班工
人接力驻守这里，一年 365 天保障这
条西藏经济大动脉的畅通。在青藏公
路109道班工作了30多年的巴布说：

“国家帮我们修好了路，我们就应该把
路养护好。”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扎根雪域高原，坚定不移把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紧紧抓住发展
机遇，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不断开创西藏发展新局面。

今年 7 月，巴桑扎西当选昌都市
芒康县县长。

作为农奴的后代，巴桑扎西动情地
说：“听母亲讲，刚和平解放的时候，家
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老
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后代能过上
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没想到一个昔日农
奴的孩子能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一定
努力工作，带领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封建农奴制下，农奴阶级世世
代代沿袭祖辈的“身份”，没有自由，没
有生产资料，更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和渠道。

让无产阶级摆脱奴役和压迫，成
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自
治区于 1965 年成立。雪域高原第一
次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西藏各族人

民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成为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高原大地
生根发芽，西藏走出了一条符合西藏
实际的发展之路。

党的光辉照边疆，苍茫雪域寄
深情。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制定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形成了党
的治藏方略，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繁荣
的“定海神针”。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李荟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治藏方略
始终引领着西藏前行的方向，并结出
累累硕果：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 1951
年 的 1.29 亿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1902.74亿元，比70年前增长321.5倍；

——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4598 元，是有史料
记载的1965年的135倍；

——和平解放初期，西藏人均期望
寿命35.5岁，如今这一数字变成71.1岁；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
的学校，到 2020 年，西藏小学学龄儿
童入学率达99.93%；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西藏和全国一起取得脱贫
攻坚全面胜利，62.8万贫困人口脱贫。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
了治边稳藏重要论述，形成了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处处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是‘西藏工
作的纲和魂’……只要学习好、领悟
好、坚持好，做好西藏工作就有方向和
底气。”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研
究室主任李宏军说。

拉萨居民群桑已过古稀之年，是
西藏发展变化的见证者。“现在铁路、
飞机、高速公路，都通了。西藏真是一
天一个样，变化太快了。”群桑说，“中
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西
藏是一以贯之的。”

从农奴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全国
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说，中国
共产党的治藏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运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光辉范例。

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到民族区
域自治、对口援藏，再到治边稳藏、脱
贫攻坚……一次次重大决策，使自然
条件严酷的西藏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和
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老百姓特别是藏族群众的生活
能有今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该做
的事情。”前不久在西藏考察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跟中国共产
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
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国支援西藏：共圆伟
大复兴梦想

西藏阿里，“世界屋脊”的“屋脊”，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

近日，陕西省第六、七批援藏医疗
人才完成交接。

为彻底解决西藏百姓看病难题，
在中组部统一组织协调下，2015 年 8
月，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筹从7省市三
甲医院选派医疗专家，开展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工作，对口支援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和7个地市的人民医院。

“现在一批全国的好医生来了，我
们不出高原也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条
件。感谢陕西的援藏医生让我装上了
假牙。”曾苦于牙齿脱落的阿里地区普
兰县老人加央说。

西藏，极远极高极寒，自然条件
严酷。和平解放后，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落后，并
且单靠自身力量短时间内难以跟上全
国的发展步伐。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必然要求。

1951年，《十七条协议》明确，“中
央人民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
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1951年至1978年，中央从全国调
派3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1994年，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
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分
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
方针。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央支
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
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
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1994 年至 2020 年，对口援藏省
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 批
共9682名优秀干部援藏。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原党委书记车
明怀说，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
没有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区、市的大力
支援，要在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原取得
现在的巨大成就是不可能的。南开大
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说，国
家的支持，全国人民的支援，举全国之
力帮助西藏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
能够做到，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
制度优势。”徐行说。

回报祖国，西藏干部群众正用心
守护雪域高原一方“净土”；以山南市
玉麦乡卓嘎姐妹为代表的万千守边群
众忠诚地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
民认为，70 年来，中国共产党经略西
藏，实现“一步跨千年”的伟大历史飞
跃，让身处祖国大家庭中的高原人民，
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会
到民族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生动实践。

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张京品
据新华社拉萨8月27日电

从壮丽70年解读三个“为什么”
——西藏和平解放发展启示录

据新华社北京8月 27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就业促
进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
促进就业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就业
导向、政策协同，坚持扩容提质、优
化结构，坚持市场主导、政府调控，
坚持聚焦重点、守住底线。《规划》
提出，到2025年，实现就业形势总
体平稳、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结构
性就业矛盾有效缓解、创业带动就
业动能持续释放、风险应对能力显
著增强等目标。

《规划》提出七项重点任务。
一是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不
断扩大就业容量；二是强化创业
带动作用，放大就业倍增效应；三
是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增强就业保障能力；四是提升劳

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
矛盾；五是推进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建设，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六
是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提升劳动
者收入和权益保障水平；七是妥善
应对潜在影响，防范化解规模性
失业风险。

《规划》从五方面完善支持保
障措施，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强化
资金保障、提升政策效果、鼓励探
索创新、认真组织实施。《规划》要
求，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促进就业工
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按规
定统筹各类就业资金，提高使用效
率，加强对就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跟
踪调查评估，积极探索多种务实有
效的实施方式和有用、管用的落实
措施，强化监督检查，层层压实责
任，抓好任务落实。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印发

8 月 27 日，在青海省海东市
乐都区，一名患者在志愿者的搀
扶下走向“健康快车”。

近日，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
快车”驶入青海，计划在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和
海东市乐都区停靠 3 个月，为近
10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
费复明手术。其间，来自武汉协
和医院的眼科专家为患者进行义
诊，并以临床带教、手术展示等形
式，助力青海省眼科建设及眼科
人才培养工作。

新华社记者 吴 刚 摄

中石化“健康
快车”到青海
免费为患者做手术

8月27日，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方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为
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国家卫健委8月27日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20
亿剂次。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20亿剂次

据新华社北京8月 27日电
（记者高蕾） 记者 27 日从民政部
获悉，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进一步加强
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管理，不再登记
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通知称，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
登记是民政部门承担的重要职责。
各地民政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不再
登记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面向学龄
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
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同时，按照意见关于对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区分相应主管部
门进行前置审批的要求，做好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登记工作。

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与教
育等前置审批部门及相关社会组
织业务主管单位沟通、协调和配
合，对现已登记社会组织中开展校
外培训活动的机构前置审批情况
进行摸底排查，其中未经对应部门
审批的，应责令停止培训活动，通
过推动变更名称、修改业务范围或
注销登记等方式要求机构及时整
改，对拒不整改的，依法采取行政
执法和信用信息管理等处理措
施。通知还指出，要从严审查各类
培训机构的章程，坚持校外培训机
构的公益属性，严禁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

民政部将不再登记新的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参演
部队铁路输送第一梯队，8月26日晚从吉林白城启程前往俄罗斯奥伦堡
演习地域。这标志着中方参演部队正式开始多兵种、远距离、携重装备跨
境远程投送。这次演习将于9月11日至25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
靶场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
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参演，总兵力约4000人。
图为参加“和平使命-2021”联合军演的中方参演部队在进行铁运装载（8
月22日摄）。 新华社发

“和平使命-2021”联演中方
参演部队开始多路立体投送

（上接第一版）
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

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
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
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
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

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
特的财富：技术工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生
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
的质量。

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
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
说，当时每五个中国工人中，就有一个
来自辽宁。

辽宁工人有力量。
1949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刊发了一篇题为《燎原的火焰》的通讯
文章，介绍了沈阳第三机器厂车工赵
国有用2小时20分钟生产一个塔轮，
打破最快纪录的事迹。以此为发端，
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创造生产新纪录的
浪潮，仅 1949 年 9 月至 12 月，东北地
区就创造了新纪录1982项，改进技术
2944项，提高生产率32%。

辽宁工人有情怀。
大国初建，百业待兴。辽宁的人

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
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
区、多个工业行业的无私援建。

从20世纪50年代部分工厂的北
迁，到六七十年代支援“三线”建设，大
批辽宁骨干走向全国。据统计，1950
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

高级人才就达40万！
辽宁工人有闯劲。

“改革开放以后，辽宁为加快中国
企业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很多第一次。”
王彤介绍。

1986年，沈阳电缆厂在全国率先
推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经济
效益显著提升，也为全国这一改革作
出了示范。

1988年，金杯汽车向社会发行总
价值亿元优先股，开创了全国企业所
有制改革之先河。

如今，辽宁的高质量发展与全国
同频共振，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2017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辽宁老工业基地是

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新一轮振兴发展
也要靠实体经济。”“要下决心振兴辽
宁工业，再创辽宁工业辉煌。”

辽宁工业，既是物质积淀，也是精
神传承。多年来，辽宁道德天空星光
璀璨，工业领域涌现了孟泰、王崇伦、
尉凤英、郭明义、罗阳等一大批响当当
的全国劳模、英模，他们以同样的精神
内核，引领着时代风尚，树立起价值标
杆，凝聚无穷力量。这一“基因”，也必
将激励辽宁人在新的征程上创造更大
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眼下，4259万辽宁儿女正全力做
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建设数字
辽宁、智造强省，这既是辽宁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发力点，也是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突破口。

“工业摇篮”奠基业 振兴发展谱新篇

据新华社北京8月 27日电
（记者王鹏 王思北）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27日在京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 年
12 月增长 2175 万，互联网普及率
达71.6%。

根据报告，2021 年上半年我
国个人互联网应用呈持续稳定增
长态势。其中，网上外卖、在线医
疗和在线办公的用户规模增长最
为显著，增长率均在10%以上。

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6 月，
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72亿，
较2020年12月增长1787万，占网
民整体的86.3%；网络购物用户规
模达 8.1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2965万，占网民整体的80.3%。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陈文玲表示，2021年上半年，
互联网进一步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质量
日益提升、结构优化升级、创新更
加活跃，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我国网民规模超1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