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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展现出中国共建共享的理念,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不可少的一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展现出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心,更展现
出党和国家对世界是有机整体这一哲学思想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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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Lixi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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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important task of the era,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ws the concept of China’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reflecting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 and is an indispensable
step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shows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world, but also show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idea that the world is an organic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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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又推动生态文明和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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