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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九三学社第十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京闭幕，61岁的植物细胞生
理及分子生物学家武维华院士当选为新
一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武维华是山西人，多年致力于植物
学研究，曾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从
事博士后研究。就在上月，武维华还获
得了第十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的成就奖。

如今，这位总是希望能“找时间到
麦地里去，量一量麦茬有多高”的学
者，成为九三学社这个由科学技术界
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新一任
领导人。对于本次当选，武维华表示，
更多感到的是一种压力和责任，是肩上
沉甸甸的担子。

“九三学社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
过 72 年历程。72 年来，在许德珩、周
培源、吴阶平、韩启德等老一辈领导人
引领下，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
德，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共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艰难险阻，共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篇章。”武维华说，“在这一历史
进程中，九三学社逐渐培育了献身科
学、追求真理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爱国

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造就了科技人员
为主的界别特色，从一个学术性政团，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比较成熟、组织
比较健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日益
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武维华表示，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就是要团结带领全社同志，接过历史的
接力棒，在新老交替的同时，继续推进
政治交接，实现薪火相传。

在武维华看来，过去5年，九三学社朝
着思想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
参政党建设目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
题。5 年来，九三学社向中共中央、国
务院报送调研报告和‘直通车’建议
101 件，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党协商座
谈会上30余次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提
交全国政协提案 403 件、大会发言 56
篇。”武维华举例说明。

这些建议，有的助推了国家相关战
略和政策出台，比如《关于长江中上游
水利水电工程对全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
调研报告》，对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产生积极影响；有的被写入中共中央
有关文件，比如《调整粮食安全策略和

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的建议》，在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得
到体现等。

对于今后的发展，武维华考虑得更
多的是创新。在他看来，九三学社先后
拥有 180 余位两院院士，还有数位社员
先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现有 16.7 万名社
员，具有科技界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
突出特点。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始终
坚持创新，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努力开创九三学社各项工作新局面。同
时，还要始终坚持实施人才强社方略，
既要以科技界人才为主要发展对象，也
要重视吸纳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级
人才，同时要营造人才成长的优良环
境，搭建人才成长的各种平台。

作为海归科技界人士中的杰出代
表，武维华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认
为，现在国内的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
化，九三学社社员中有众多科技界优秀
人才。时代赋予的使命光荣而艰巨，前
景光明而美好，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不负重托的
使命感，奋力开创新局面。

不负重托奋力开创新局面
——访新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新华社华盛顿12月6日电（记者刘晨、朱
东阳）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丹增朗杰
率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 2 日至 6 日访问了美国。
在波士顿，代表团同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和
藏胞座谈，会见了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助理多数
党领袖等政要；在华盛顿，同美国会参议员戴
安斯、巴拉索进行了会谈，分别会见了国会众
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拉胡德和拉森众
议员，并与有关国会议员助手和学者进行座谈。

在与美方会见中，丹增朗杰说，应习近平
主席邀请，不久前特朗普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
了国事访问，双方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
的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
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代表团本次访问就
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两国立法机关交往
的具体举措。

丹增朗杰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情
况。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大家到西藏实
地访问，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美方表示，西
藏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很高兴了解
到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如此出色，传统文化
得到很好传承，期待今后有机会访问西藏，进
一步加强双方交流与合作。

代表团向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和藏胞介绍
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丹增朗
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在经济发展、文化传
承、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
九大为西藏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西藏人民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和藏胞对西藏取得
的成就感到震撼，表示有义务将西藏的发展成就介绍给美国社
会各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西藏。

代表团还接受了媒体集体采访，介绍了本次访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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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
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发展中国家应该
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
则，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仲冬时节，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
涌动着春天般的暖意。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在与
会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南南携手

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需要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

“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民为争取
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获得自由和平
等，享有尊严和幸福，实现和平与发
展，进行了长期斗争和努力，为世界人
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主
席在贺信中说。

坚定有力的话语，赢得了与会嘉宾
的高度认同。“举办首届‘南南人权论
坛’，正是为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事业发
展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很有意义。”中
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认为，过
去 5 年来，中国提出了许多新理念，开
展了许多新实践，积累了许多新经验，
通过此次论坛，中国的宝贵经验可以与
世界分享。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 80%
以上。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全球
人权事业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共

同努力。
对此，苏里南外交部长伊尔蒂茨·德

波拉·波拉克—拜赫勒深表赞同。“多年
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人权领域由西方主
导的局面，但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正在进
行多极化的发展。”她认为，在这样的背
景下，南南合作势在必行，广大发展中
国家必须抓住机遇，为实现一种新的人
权范式作出贡献，共同应对人权事业存
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不让任何人掉
队，就必须通过紧密的伙伴关系，把承
诺变为现实。”

人民至上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新贡献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
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中国人
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

中国在加强依法治国、精准扶贫、
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成就，令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中
心主任汤姆·茨瓦特印象深刻。“中共十
九大报告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的努力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
代。这个新时代中有一个领域是非常突
出的，就是人权领域。”

“人权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尊重保障人
权的最直接体现。”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
授李云龙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引起了圭亚
那上诉法院代理大法官尤奈特·德奇
纳·卡明斯·爱德华兹的共鸣。“中共十
九大为中国未来绘制了蓝图，不仅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规划，也为国
际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中国的发展理念令我们很受启发，在
圭亚那，我们把经济发展看作提高人
民福祉的重点。”

“中国是赞比亚发展事业强有力的伙
伴。”赞比亚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主任维克
多·穆恩纽韦·穆康佳说，任何问题都必
须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而发展要从民众
中寻找动力，加大对人力的投资力度，
同时要使发展成果惠及民众，让民众通
过发展享有卫生、医疗、住房、教育等
权益。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值
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

同心协力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人人充分享有人权

“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

伟大梦想。”贺信中，习近平主席表示，
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
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要思想，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
案，激荡着共圆人类社会伟大梦想、共
创人类发展美好未来的力量与希望。

“中国从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到践行这个理念的过程中，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为世界贡
献了很多。”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地行动
与合作司亚太、中东、北非局局长弗朗
西斯科·摩塔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味着不让任何个人落后，不让任
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落后。中国在
促进全球公正、平等方面贡献了许多智
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智
慧，得到了全球认可。”

“人权是 21 世纪文明的共同话语和
共同标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权发展，恰
逢其时。”李云龙说，国际社会要抛弃单
边主义、霸权主义等不正确的观念和做
法，通过合作互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发达国家要作出更大努力帮助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要有更多合
作以实现更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黄
小希、丁小溪、孙奕）

共创人类发展美好未来
——习近平贺信引发中外与会嘉宾热烈反响

歌剧遇上京剧

12 月 6 日，美国纽约巴鲁克国际金融孔子学院在纽约正
式成立，这是在美国成立的首家以国际金融为主题的孔子学
院。学院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合作
共建。从明年春季起，学院将向巴鲁克学院学生开设中文课
程，举办中国文化工作坊以及全球金融研讨会，并逐步将这
些课程和研讨会向巴鲁克学院校友及公众开放。

图为巴鲁克学院院长米切尔·沃勒斯坦、上海外国语大学
党委书记姜锋、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孙信伟、孔子学院美方院
长马修·莱珀 （左至右） 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美首家国际金融孔院纽约成立

日前200多名意方演员赴黑龙江省京
剧院观看中国国粹京剧。从 12 月 1 日至
12月17日，来自意大利罗马歌剧院、帕
尔马皇家歌剧院、摩德纳帕瓦罗蒂歌剧
院、意大利新斯卡拉蒂交响乐团和西西
里合唱团的这些意方演员，将在哈尔滨
大剧院上演包括 《艺术家的生涯》《卡
门》《唐璜》《茶花女》在内的6部8场意
大利经典歌剧。图为中意演员合影。

方 圆 岳羽彰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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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2月7日电（记者于晓泉） 西
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张水利 7 日就
印度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发表谈
话。

他说，近日，一架印度无人飞行器侵入中

方领空并坠毁。印方此举侵犯了中国领土主
权，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国边防
部队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对该装置进行
了识别查证。我们将扎实履行职责使命，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印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坠毁
我边防部队识别查证

本报北京12月 7日电 （记者叶紫） 近日，
人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12部门，发出切实做
好 2018 年春节前治欠保支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把治欠保支工作作为春节前的重要民生
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全力以赴清理欠薪，
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通知要求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
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点，加大欠薪风

险隐患排查工作力度，建立清理欠薪工作台
账，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绝不销账。对地方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的，
督促地方政府在 2017 年底前限时优先清偿。
对监管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以及因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引发极端事件和严重群体性
事件的，提请相关部门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
任人员的责任。

12部门要求确保农民工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者施雨岑、张漫子） 7日，
《云南丽江纳西族一百五十卷东巴经手抄本》入藏中国国家博
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使更多人认识
到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保
护、传承和弘扬起到积极作用。

《云南丽江纳西族一百五十卷东巴经手抄本》主要以2003
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纳西东巴古
籍译注全集》（100卷） 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收录了部分近
年来新收集整理的东巴经卷，其内容囊括了滇川两省纳西族
地区的所有代表性东巴经籍，是研究古代纳西族乃至古代西
南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纳西族东巴经手抄本入藏国博

12 月 7 日 是
“大雪”节气，在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
营镇石京龙滑雪场
内，一支滑雪队驰
骋雪场，体验滑雪
乐趣。

这支滑雪队是
今年 7 月成立的北
京延庆区张山营镇
海坨滑雪队。这支
乡村滑雪队共有 18
名成员，来自石京
龙滑雪场周边的几
个村庄。他们当中
年龄最大的 36 岁，
最小的23岁，成员
平均“雪龄”超过
10年。他们将代表
延庆区张山营镇参
加大众滑雪运动，
展示乡村滑雪队的
风貌。

图为滑雪队部
分成员。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