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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神奇的高原，千山

耸立，万水奔腾。

这是一片浑厚的土地，沧海

桑田，见证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

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阐

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部

署和推进西藏工作，为新时代

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夏秋之交，天朗气清，格桑

花开，高原大地生机勃勃，景美

如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

下，西藏各族儿女正意气风发、

携手同行，阔步走在新时代康

庄大道上。

党的恩情记心间——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谋篇布局，为新时代西藏

发展指明方向

西藏林芝市 318国道旁，巨柏林

葱郁挺拔，巴吉村的民居掩映其间。

作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巴吉

村 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20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3.4万元。

这个西藏的小村庄，习近平同

志曾两次来过，并叮嘱“千方百计帮

助群众增加收入，让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甜”。

“按照总书记说的，我们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没有一人在致富的

路上掉队。”巴吉村党支部书记米玛

说。

喜马拉雅莽莽苍苍，群山起伏

绵连，一座座高矗的山峰犹如无字

丰碑，见证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雪域高原发生的巨变。

西藏和平解放近 70年来，历届

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关心西藏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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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全

面小康和现代化，为新时代雪域高

原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

区，西藏高寒缺氧，地处边陲，反分

裂斗争任务艰巨。

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

定了西藏是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全面

小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进入了

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长治

久安的关键阶段。维护西藏和谐稳

定、实现西藏繁荣进步，是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如何

治理西藏，进一步推进西藏长足发展

和长治久安，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有着深刻的思考。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2013 年 3 月，在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边稳

藏重要论述，强调西藏工作在边疆

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2015年 8月，北京。

党的西藏工作历史上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召开。在这次重要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党的治藏

方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

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

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

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

基础的重要原则；

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

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

针政策不动摇；

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

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

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做好西藏工作；

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人

才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

基础。

这一方略，承接民主改革以来

的西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契

合新时代发展需要，对西藏各项工

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是对治藏规

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习近平

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深刻思考。

早在 1998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

就因福建对口援助任务而来到西藏

考察。

2011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作为

中央代表团团长出席西藏和平解放

60周年庆祝活动，指出：“加快西藏

发展、维护西藏稳定，既是中央的战

略部署和明确要求，也是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和共同责任。”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做

好新形势下的西藏工作，必须坚持

党的治藏方略。

高瞻远瞩，把舵定向，方能行稳

致远。

为了实现西藏长远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通过各种方

式关心和指导西藏工作。

——201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之际，在贺匾上题词“加强

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藏”；

——向“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

坛”致贺信，希望西藏抓住发展机

遇，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繁荣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实施更

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对外

交流合作，描绘新时代西藏发展新

画卷；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专门

听取西藏工作汇报；

——确定“十二五”“十三五”期

间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

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

民的一系列特殊政策；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分别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部署安排，进一

步丰富了治藏方略的体系内涵；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西藏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启了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时代。

哈达献给总书记——习近

平总书记心系西藏，通过多种

形式送来关怀，赢得西藏各族

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西藏，通过

多种形式给西藏各族人民送来关

怀。

2015年 4月 25日，尼泊尔 8.1级

地震波及西藏日喀则、阿里等地

区。习近平总书记在短短十多天

内，两次对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回想起 5 年前的那场大地震，

日喀则市吉隆县乃村巴桑老人感慨

万千。

“如果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心、党和政府的帮助，我们肯定过不

了那个难关。新房子也是靠政府补

助盖的。”巴桑说，“我们藏族人民最

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圣洁的哈达献给

总书记，献给党！”

“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

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

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

是基层群众。”

今年 2 月 21 日，在全国上下全

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习

近平总书记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 17
名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

学习临床医学专业的旦真旺堆，

正是写信的学生之一。今年7月，受

总书记回信的鼓舞，旦真旺堆放弃在

西藏市县一级医院工作的机会，主动

选择到山南市贡嘎县吉雄镇卫生院

做一名医生，服务基层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

怀，赢得了西藏各族儿女的衷心爱

戴。

——总书记心系西藏最基层，

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心间。

“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

2013 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在同西藏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

表交流中，关切地问来自林芝市墨

脱县的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曲珍。

“你们现在按照海拔高度的补

贴落实了吗？取暖费与拉萨有区别

吗？”2015 年 1 月，在中央党校第一

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同全国海拔最高的双湖县

的县委书记交流时，详细询问西藏

及双湖的情况，并叮嘱要保护好当

地生态。

——总书记关爱西藏干部，殷

殷嘱托催人奋进。

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塔玛村

党委第一书记格桑卓嘎，曾 3 次同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交流。

2013年 3月 9日，格桑卓嘎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见到习近平

总书记。总书记对她说“你辛苦

了”，这句亲切温暖的问候让格桑卓

嘎十分感动。

2015 年 9 月 30 日，格桑卓嘎作

为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特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

庆活动，再次见到总书记。

2017 年 3 月 11 日晚，全国两会

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现场，格

桑卓嘎坐在习近平总书记身旁，汇

报了塔玛村告别穷村走上富裕道路

的巨大变化，总书记高兴地请她转

达对乡亲们的问候，祝大家日子越

过越红火。

“我将不负重托，带领全村过上

更好的日子。”格桑卓嘎说。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

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

斗。”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在雪域高

原的奉献牺牲，习近平总书记充分

肯定，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积极支

持，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目前，

西藏干部职工工资水平和年度休假

天数已位居全国前列。

——总书记牵挂守土固边的群

众，勉励他们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

福家园。

夏日的玉麦，松柏苍翠，云雾缭

绕。这个边陲乡，曾是西藏最难抵

达的乡之一，一度只有卓嘎、央宗姐

妹和父亲一家三口。

2017年 10月 28日，党的十九大

胜利闭幕不久，一封来自北京的回

信，让这个偏远乡沸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卓嘎、央宗

姐妹的回信中提出，希望她们继续

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

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

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

的建设者。

如今，玉麦人口已经增至 234
人，人均收入 5 万余元。这个曾经

的“三人乡”，已成为幸福、美丽的小

康乡。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我们要

守好这里的一草一木。”卓嘎说。

——总书记关注西藏宗教事

务，推动宗教和顺。

“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

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

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

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

‘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

动权。”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论述。

2015 年 6 月 10 日，中南海。习

近平总书记接受了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杰布的拜见。

总书记勉励班禅刻苦学习、努

力修行，秉承十世班禅大师遗愿，秉

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

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努力成为一位具有精深佛

学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

佛教活佛。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推动

下，新时代的西藏，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宗教信仰政策得到全面

落实，宗教事务管理规范有序，各种

宗教、各个教派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宗教和睦和顺。

——总书记关心生态保护、文

化传承、教育发展，推动西藏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

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中华

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

（下转第7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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