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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志们：

你们好！“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
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
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
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
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
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
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
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我一直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
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

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

向你们、向全国所有劳动模范、向全国
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

2018年4月30日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习近平的回信习近平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向他们并向全国所有劳
动模范、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
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
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
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
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
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

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习近平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会都应该尊敬
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
工作蔚然成风。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
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关怀和厚爱。1992 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创办劳模本科班，学员主要
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近日，该校劳模本科班
的全体学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
表达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的决心。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30日电 （记者樊
曦）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30 日，

“五一”小长假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1060 万人次，加开列车 589 列。4
月 29 日，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 8871
列，其中加开列车 706 列，共发送旅客
1449.3万人次，同比增加84万人次，增长
6.1%。

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入，
科学安排运输，最大程度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首开大庆至绥芬河
至五大连池的“龙江之星”旅游观光专
列。沈阳局集团公司加开 43 对旅客列车，

安排62对动车组列车重联，每天增加动车
席位 7.2 万个，并在热门方向组织开行多
趟“春游列车”。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天
津西、北戴河等京津冀方向 143 趟旅客列
车，在津蓟线开行 9 对旅客列车方便游客
前往盘山景区。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西
安、宝鸡至延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3 对，
重联运行 1 对，满足延安红色游客流需
求。上海局集团公司增开假日旅客列车77
对，并延长售票营业时间。南昌局集团公
司在南昌、福州、厦门、婺源等城市间加
开列车 21 列，满足旅客“周边游”“一日
游”等出行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30日电 （记者胡
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
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和深入，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人数持续
增加。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共有来
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人员在全
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935所高等
院校学习，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约
7.58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 18.62％。“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留学生 31.72 万人，占总

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
平均增速。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
力不断提升，奖学金向周边国家和“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倾斜，成为国家战略人才
和人脉储备的重要渠道。2016年奖学金人
数前10位的国家依次为：巴基斯坦、蒙古
国、俄罗斯、越南、泰国、美国、老挝、
韩国、哈萨克斯坦和尼泊尔，“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奖学金生占比 61%，比 2012
年提高了8.4个百分点。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奋斗者
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勉励广大劳动者：“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五一”前夕，2018年度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单位和
个人受到表彰。优秀劳动者们的一张张笑
脸，生动诠释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劳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
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
作、发明创造，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
自强不息。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
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

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凝聚着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
汗水，蕴涵着中国人的巨大牺牲。忆往昔
峥嵘岁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
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而流血牺牲、挥洒汗水。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改革开放 40年
来，亿万劳动人民辛勤劳作，书写了一个个

“中国故事”、创造了一项项“中国奇迹”。劳
动者的力量，构筑起通向中华民族伟大梦想
的坚实路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
精神，汇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中国共产党章程》说，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
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在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方面，习近平同志是好榜样。1969年初，
不满 16岁的习近平从城市来到陕北农村插

队。在农村生活的7年间，种地、拉煤、打坝、
挑粪……习近平什么活儿都干过，乡亲们说
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

早年的切身体验，是习近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脉络的重要源头。中共十八
大以来，他多次强调尊重劳动理念。“劳动
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
荣”……一句句暖心的话，让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亿万劳动
者焕发出惊天动地的干事创业热情。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广大奋斗者有了更大舞台，机遇前所
未有。但不能忘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没有变。特别是随着西方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潮起，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国家能否
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
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广大劳动群众要
进一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
领，牢牢抓住核心技术创新不放松，多面向
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

创新攻关，用汗水浇灌梦想之花。同时，党和
国家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
动者根本利益，完善就业制度，排除阻碍劳
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
劳动者付出的艰辛劳动、挥洒的辛勤汗水，
都能照亮梦想的天空；每位奋斗者梦想的实
现，都是在为新时代建功立业。“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立足新时代，站在
新起点，我们将呵护好每一滴水的光辉，为
中国梦的实现凝聚起磅礴伟力。

（作者为本报编辑）

以伟大劳动建功新时代
■ 彭训文

以伟大劳动建功新时代
■ 彭训文

“五一”小长假期间，人们以不同方式度过多
彩的假期。

上图：游人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一个芍
药种植基地赏花留影。 潘 成摄 （新华社发）

左图：在江苏苏州古典园林留园，苏州昆剧
院 的 演 员 在 为 游 客 表 演 实 景 版 昆 曲 《游 园 惊
梦》。 王建康摄 （新华社发）

多 彩 五 一多 彩 五 一

去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来华留学生突破30万

“五一”小长假

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据新华社河内 4月 28日电 （记者王
迪、闫建华） 越南警方28日晚在河内内排
国际机场向中国警方工作组移交了许某等
8 名涉嫌诈骗罪的在逃嫌疑人。中国警方

“猎狐行动”在越南再获新成果。
根据中国警方调查，2016年来，许某等

人利用某“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诱骗消费者
投资，人为操纵股票走势，恶意抬高股票价

格后，以停盘不允许用户取出资金的方式
诈骗大量受害人资金3000余万元人民币。

案发后，许某等 8 人先后逃往越南藏
匿。中国警方根据调查以涉嫌诈骗罪对许
某等 8人决定刑事拘留，并于 2018年年初
提请越方协助开展追逃工作。在中越警方
合作缉捕的巨大压力下，许某等 8人于 23
日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投案自首。

越南向中方移交8名“猎狐”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