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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3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同总统先生两次会
晤，就改善和发展中菲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
国关系实现全面改善。当前，双方政治互信不
断加深，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双方关于南海
问题的对话协商渠道也已经建立。这完全符合
中菲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得到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中菲要坚持两国睦邻友
好合作大方向，全力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更
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菲方作为东盟轮值
主席国为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菲律宾是中国友好近邻，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我欢迎总统先生
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
期待届时同总统先生再次会晤。

杜特尔特表示，当前菲中两国友谊和团结得
到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迅速恢复和推进，
我对此感到高兴。菲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维
护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
国，菲方愿意推动东盟—中国关系更好发展，密
切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合作。我期待
着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两国元首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
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
题。我们主张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尽快重回对
话谈判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愿意看到东
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勉励青年

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

来临之际，在中国政法大学建校 65 周年前
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3 日上午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
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青年致
以节日的问候，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青
年工作者、法治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他
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
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
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
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
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
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
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
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激情奋斗
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

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
党走，就是初心。不忘这
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年
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
大青年的人生航向

中国政法大学是我国一所著名高等学
府，成立于 1952 年，以“厚德、明法、格
物、致公”为校训，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法治人才。

暮春时节，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政
法大学校园内满目青葱、一派生机。上午 9
时20分，习近平在校党委书记石亚军、校长
黄进陪同下，首先来到逸夫楼一层大厅，参
观校史及成果展。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
物，见证了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政法
大学和中国法治建设的关心和支持，展示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历程，习近平不时驻足
观看，询问有关情况。他对中国政法大学在
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国际交流合作、特色课程教育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改
革创新，更好整合资源，更好找准着力点，
把教学、科研、育人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展厅内，总书记亲切会见了张晋藩、
廉希圣、李德顺、王卫国、卞建林等几位资
深教授，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参与
新中国法治进程的教授们讲述了他们对法治
精神和治学方法的思考，习近平感谢他们为
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人才培养作出的贡献，
希望他们继续贡献才智，祝他们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同中国政法
大学领导班子成员和几位教授合影留念。

在学生活动中心一层大厅，民商经济法
学院本科二年级 2 班团支部正在开展“不忘
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习近平来到他
们中间，同学们报以热烈掌声。几位同学从

不同角度畅谈观看电影 《焦裕禄》 的体会，
习近平认真倾听，并参与讨论。习近平语重
心长地对同学们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
党和人民一路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走来，使
国家越来越富强、民族越来越兴盛、人民越
来越幸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无数焦
裕禄这样的优秀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无私
奉献。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
坚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
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希望大
家矢志不渝，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
求。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始终保持
先进性，广大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就是初心。
不忘这个初心，是我国广大青年的政治选择，
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人生航向。习近平勉励同
学们珍惜韶华，潜心读书，敏于求知，做到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毕业后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
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
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
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之后，习近平来到学生活动中心三层会
议室，同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和首都法学专

家、法治工作者代表、高校负责同志座谈。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终身教授张
晋藩、民商经济法学院学生潘辉和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庭长刘黎先后发
言。他们结合实际，谈教育管理、教书育
人、学习生活、法治实践。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
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
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不断发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
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既要着眼长远、打好基础、建好制度，又
要立足当前、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建设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
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
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
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习近平强调，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
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高校作为
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要充分利用学科
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强法治及其相关
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
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习近平指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法
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
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
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
优势，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
自信。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
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
谁、怎样教的问题，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
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对世界
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
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
囫囵吞枣、照搬照抄。

习近平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
学的关系。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
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
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
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法学专业教师
要坚定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做好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时，深入
了解法律实际工作，促进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多用正能量鼓舞激励学生。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
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
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
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
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
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
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

习近平强调，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
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广大青年抓
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
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
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
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
多知其所以然。

习近平指出，青年时期是培养和训练科
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无论在
学校还是在社会，都要把学习同思考、观察
同思考、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保持对
新事物的敏锐，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问题，善于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
向，善于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现象
和本质。要充分发挥青年的创造精神，勇于
开拓实践，勇于探索真理。养成了历史思
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
惯，终身受用。

习近平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
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
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
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
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
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
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
为高尚的人。

习近平指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以来，各级党委、教育系统和各高校抓紧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成效明显。要强化
基础、抓住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真
正做到“虚”功“实”做，把“软指标”变
为“硬约束”。高校党委要履行好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
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规范管
理的严格要求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灵活
方式结合起来，把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和教
学科研、学习就业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
高校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洋溢蓬勃
向上的青春活力、展现改革创新的时代风采。

考察结束时正值下课时间，闻讯而来的师
生们站满校园道路两旁，习近平沿路同师生们
热情握手，向远处的师生们挥手致意。热烈的
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荡漾整个校园。

王沪宁、刘延东、孟建柱、栗战书、郭
金龙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
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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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习近平在学生活动中心参加民商经济法学院本科二年级2班团支部开展的“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图为习近平在学生活动中心参加民商经济法学院本科二年级2班团支部开展的“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5 月 4 日是中国的青年节。10 天
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
在北京开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多来，成效斐然。和“青年”一
样，这个倡议充满生机和活力。当

“一带一路”遇上“青年”，遇上世界
各国“青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

就在 10 天前，“一带一路”青年
创意与遗产论坛落下帷幕，来自 65个
沿线国家的 80余位青年代表，在中国
度过了忙碌、充实、美好、难忘的一
周时光。能组织到多达 65 国的青年，
显然是“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吸引
力，是“创意”“遗产”的吸引力，也
是青年之间的吸引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青年最富有朝
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
建设者。他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就是2013
年在哈萨克斯坦面对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青年学生的演讲中。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而“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几年，中国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弘扬丝路
精神、加强青年对话方面开展合作。
本次“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
坛就是双方合作的又一成功实践。这
也是一场青年策划、青年组织、青年
参与、青年受益的活动。笔者有幸作
为亲历者参与全程，见证了“民相
亲”在青年人中的生根发芽。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位于亚洲和
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地区，由于领
土争端，多年来两国大大小小冲突不
断，公民不能前往对方国家，两国在
国际场合也互相“敬而远之”。湘江夜
游时，笔者从人群中找到了来自亚美
尼亚的梅莉和来自阿塞拜疆的法希
尔，邀请他们一起聊天。在了解对方
身份后的最初几十秒，二人稍显尴
尬，但谈起论坛期间的岳麓书院开幕

式和制陶体验，他们很快就滔滔不
绝，最后甚至坦然谈及两国关系面临
的窘境，对两国毗邻却无法互访表示
遗憾，并一起欣赏和赞叹美妙绝伦的
浏阳花炮。论坛结束时，他们分别发
来信息，感谢笔者“创造”的那次聊
天机会，感慨这是他们此行最意外的
收获。

来自以色列的玛莎娃目前就读于
华东师范大学，论坛期间与来自中东
其他国家的青年代表打成一片，交流
后才得知，她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她告诉笔者，既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
豪，也为她的民族感到骄傲。以色列
2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只要彼此敞开
心扉，阿以两个民族完全可以和平相
处。来自阿曼的腼腆小伙阿卜杜，安
静地用相机记录其他代表的靓影，却
毫不推辞地秀了一手书法，用漂亮的
苏鲁斯体写下了“一带一路”对应的
阿拉伯文字……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

故事，都在讲述自己国家的故事，畅
谈自己国家与中国的友好，畅想“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美好未来。

2015年 10月，习近平主席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致贺词
时指出，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
全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
希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各国青年用欣赏、互鉴、共享的
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和谐共生，是一件有意思、有意
义、有意蕴的事。而这种互动，在

“一带一路”上正变得越来越多。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当“一带一路”遇上“青年”
■ 柯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