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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两卷外交演讲集，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至
2021年11月期间在国际场合的演讲、讲话、致辞、发言等
136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我
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
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习近平同
志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
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密集开

展元首外交，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发表演讲、讲话等，提出一
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
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
理解支持，凝聚了各国对华合作的广泛共识，为新时代中
国同各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这些新理念新主
张新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和完
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
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
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
的历史。”

这是习近平同志30多年前在河北正定
工作时的一段深情告白。

多年以后，领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
浪，习近平总书记自豪地宣示：“中华民族在
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仰望华夏文明的历史天空，淬炼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以
无比坚定的文化自信，带领中国人民阔步行
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
什么中国特色”

2003年7月，时任浙江杭州余杭区委书
记何关新接到通知：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良
渚遗址调研。

在良渚博物馆一个小会议室里，习近平
看了良渚文化保护纪录片，听了情况汇报。

此时的良渚，处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中。遗址区分布着30余家石矿，噪音大、粉
尘浓。当地群众戏称家中桌椅半天不擦即
可写字作画，考古学家痛心疾首地批评这一
地区“炮声隆隆如战场”。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
它保护好！”习近平斩钉截铁。

良渚从“炮声”中回归宁静，青山从此还
绿色。

2016年，四位考古学家致信习近平总书
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总书记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
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
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
识。”

3年后，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这一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最直
接、最有力的证据，从此受到国际社会更为
广泛的关注。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
来。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
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
一种历史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引领中国人
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2013年11月，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
研究院考察，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
解》两本书，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拿起来：“这
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2014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的学者惊讶地发现，大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
参会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习近平引

用《论语》的开篇语，作为欢迎各国嘉宾的开
场白。

2021年3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朱熹园。

“一路往里走，到最里面一间屋舍，看到
墙上印有‘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总书记驻足凝视，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引用过这句话。”回想起这一幕，福建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印象深刻。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
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鉴往知来，总书记思考深刻：“我们要
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高度，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走自己的路”
因而有了强大底气。

这份自信，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
者”。

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敦煌女儿”樊锦诗，忘不了习近平总书
记同她的第一次握手。

2013年4月，樊锦诗到北京参加全国劳
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她

跟前，微笑着说：“你是研究敦煌学的。”
“一个国家多少人多少事，总书记却知

道我是研究敦煌学的，真令人感佩不已。”樊
锦诗至今难忘。

从北京到敦煌，习近平总书记同樊锦诗
5次握手，手相握、心相连，关怀激励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
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
同文明。”

这份自信，源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
2019年11月，雅典卫城博物馆。正在

希腊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在“克里提奥斯少年”雕像前，他停下脚

步。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他再次驻

足。
“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习近平同身旁的希腊总统讲起“止戈为武”
的中国典故，总统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示赞
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习近平总书
记眼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
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植根中华文明厚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坦荡壮阔。

（下转03版）

本报讯 记者李森报道：5月11日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志豪深入市三防指挥部、市交警支队指挥调
度强降雨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抓紧抓
实强降雨防范处置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市三防指挥部，黄志豪视频连线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各区（功能区），仔细了解临险人员转移疏
散、水浸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防范处置措施落实情
况，要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周密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在市交警支队，黄志豪详细了解主要
交通路口、重点路段的交通运行情况，强调要进一步
强化动态监测，切实做好巡查值守和交通疏导工作，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顺。

黄志豪指出，强降雨仍在持续，各级各部门要坚决
贯彻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抓紧抓
实抓细防御措施，坚决织牢织密防汛安全网。要认真
总结经验做法，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进一步查找薄弱环
节和新风险点，动态完善防汛预案、措施。要加强重点
部位防御，紧盯水库、塘坝、工地、水浸点、易涝点、地质
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沿海区域等开展巡查排查，对
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加强工
程调度及时抢排，强化排水设施运行管理，迅速有效做
好强降雨后的排水工作。要实时优化调整应对策略，
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引导群众及时做好防灾避险工
作。要加强值班值守，层层落实防汛责任，全力以赴守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领导杨川、谢仁思参加活动。

黄志豪指挥调度
强降雨防范处置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栋 罗汉章 李森 通讯员
朱宗报道：5月11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强降
雨工作视频会商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全省强降雨工作视频会商调度会
精神，视频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各区听
取强降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对各项工作再部
署再落实再推进。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
记吕玉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前，吕玉印先后前往香洲区石角咀水
闸、景晖路地质灾害点、城市阳台等地检查

强降雨防范工作。每到一处，吕玉印都仔细
询问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人员值守等工作
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
情发展动态，系统排查、治理风险点隐患，扎
实做好抢险现场管理，切实做好信息发布和
防灾避险知识宣传，确保把损失和风险降到
最低。

吕玉印强调，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防
御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防御这次强降雨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继续以临战状态严阵以
待，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防御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对极端天气可
能发生的区域、时间、强度进行滚动预测预
报预警，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要加强
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塘、水库、河流
实时水位，强化人员巡查值守力度，抢抓退
潮等有利时机加大泄洪量，严防次生灾害
发生。要加强临灾应急处置，周密做好抢
险救援准备，按照“抢早、抢小、抢先”的要

求，落实突发重大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
第一时间抢护，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要加强临灾转移，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安全
转移群众的预案和准备工作，用心用情做
好已转移人员生活保障，确保危险区域人
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
责任，坚持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加大防汛工作的检查督查力度，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合力。

市领导吴轼、杨川、李伟辉参加活动。

吕玉印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工作视频会商调度会并检查强降雨防范工作

□本报记者 郑振华

受强盛西南季风影响，5月 11日凌晨
起，我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
雨。记者11日下午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2 日我市仍有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凌
晨至上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11日22时
将防汛（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升为II级，为
确保学生安全，今日全市高等院校、中小学
和幼儿园继续停课一天。

全市出现19处水浸点

据统计，10日20时至11日13时，全市平
均雨量143.1毫米，其中超过100毫米雨量有
3个区（香洲区151.2毫米、斗门区184.1毫米、
高新区240.2毫米）。最大累计雨量349.2毫
米（高新区唐家湾镇），最大1小时雨量95.7毫
米（斗门区乾务镇），最大3小时雨量218.0毫
米（香洲区吉大街道），超过100毫米雨量站点
50个。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全市出现19处水浸
点。其中，香洲区10处（九洲二巷、人民东路
交康宁路、香宁一街、情侣路城市阳台路段、
运通路柏宁充电站门口、狮山路与幸福路交
叉口西角、屏西五路交屏北三路、前山气库、
金凤路、山星工业城），高新区5处（情侣北半
岛六路、金星路、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供星三
巷交港湾大道、下栅检查站），斗门区4处（工
业三路、黄杨工业区、乾湾南路、黄杨大道汉
坑路口）。截至11日15时，除前山气库外，
其余18处水浸点已全部排除水浸。

另外，暴雨导致我市出现5处小型山体
滑坡。其中，香洲区1处（市人民医院2号住
院楼东北侧边坡约 2 立方米），斗门区3处
（白蕉镇丰洲村河堤路边山坡约1立方米、白
蕉镇黄家村岐江村207号屋后边坡约40立方
米、斗门镇下洲村村道边坡约20立方米），高
新区1处（高新区银泉山庄8栋9栋后山约5
立方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出险、人员伤
亡等险情灾情报告。

目前，珠海境内河道水位平稳，未超警
戒水位。全市76宗水库（山塘）均在汛限水
位以下运行，4宗水库（山塘）略超警戒水位。

立体化增强防御能力

为迎战今年以来最强暴雨，我市多项举
措提前部署落地，立体化增强防御能力。

10日下午，市领导分组深入各区督导检
查；10日15时55分，市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
（防暴雨）IV级应急响应，11日1时50分升为
Ⅲ级，5时15分，全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防汛
（防暴雨）应急响应再次升级为II级；全市60
辆移动排水泵车全部出动提前布防，及时对水
浸点开展应急排涝，并做好行人和车辆的疏

导；全市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落实停课措施。
11日上午，受城市阳台积水影响，交警

部门对情侣路德瀚大酒店路口至情侣路交
东风路口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部门根据降
雨趋势停运或调整55条公交线路，长途客运
和香洲港、横琴码头往返海岛、深圳蛇口航
班暂停运营；全市关停所有滨海沙滩、泳场、
旅游景区景点、公园等户外公共场所13处。

截至11日15时，全市开放避难场所256
个，启用123个，转移危险区域、低洼地、临险
人员50588人次，安置33152人次；相关部门

共出动巡查人员21017人次、巡查车辆3604
辆次，投入移动排水泵车60辆次；气象部门
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天气滚动预报预警，通过
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短信、公众显示屏、微
信等渠道及时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84次，受
众1378万人次，指引群众做好防灾避险。

11日午后雨势变小，市气象局解除暴雨
红色预警，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防暴雨）应
急响应降为Ⅳ级。下午，经与市气象局会商，
市三防指挥部再次决定于22时将防汛（防暴
雨）应急响应升级为II级。

我市再次启动防汛（防暴雨）II级应急响应
高校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一天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更好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激
励人们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宣传部理论
局组织撰写了2022年通俗理论读物《百年大党面对
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据悉，“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从2003年开
始编写，每年推出一本，《百年大党面对面》是第20本。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为遵循，梳理出为什么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党要作出第
三个历史决议、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为
什么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等13个重大问题。中央有关部
门的同志和理论界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
讨，集中起草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在凝聚各方面智慧的
基础上完成了书稿。

记者了解到，该书秉承“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
读物一贯特点和风格，在理论阐释、问题意识、新闻视
角、文学语言上下足了功夫，又结合百年党史主题作了
特别的呈现，进一步突出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历史厚
度、情感浓度，集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
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夹叙夹议、娓娓道来，专家学者
不觉得浅，普通群众不觉得深，可作为广大干部群众、青
年学生学习党的历史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
读物。

以史为鉴增自信 团结奋斗向未来

《百年大党面对面》
出版发行

5月11日，抢险救援人员正在城市阳台奋力冲水清理淤泥。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珠海特区报评论员 李勇智

5 月 10 日至 13 日，暴雨、特大暴雨将持续侵袭珠
海。截至昨晚，局部雷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已带
来近350毫米的最大累计雨量，这是我市今年以来的“最
强暴雨”！

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最强暴雨，珠海提前部署，
积极应对，迅速救援，除香洲区、斗门区、高新区个别路
段出现一定程度的水浸、拥堵外，大部分城市道路保持
畅顺；特别是经提前研判提早下达的停课、转移临灾人
员、禁止户外作业等防灾措施，以“宁可备而不用，不可
用而无备”的充分准备，以“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
力”的踏实态度，抵御住了连续强降雨的猛烈侵袭，确
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害
损失。

迎战最强暴雨，就要打有准备之仗。强降雨、台风
等自然灾害虽无法避免，但灾害带来的伤害与损失却可
以通过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而减少甚至避免。当下，气象
预报等手段愈发精准，这就给了我们提前预防、早做应
对的时间。各项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到位？多少临灾人
员必须第一时间转移？哪些水浸黑点要早做防备？防
灾避险宣传是否传达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个
人”？……这些问题一一落实，需要三防、应急、城管、公
安等多个部门做好提前研判、做足准备。

迎战最强暴雨，就是要打有把握之仗。把握从何而
来？除了做好充足准备，更在于全市上下的众志成城、
勠力同心。防御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向来都是一个
不断应对、实时调整的动态过程。 （下转04版）

高效响应从容应对
最强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