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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1日 星期一 焦点关注

已是深冬时节，2015 年的“余额”所剩不
足十天。每年我们都迎来这样的时刻，岁末时
节，既有个人层面的反思，也有国家层面的盘
点。

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正如没
有反思的国家很难前进。如今我们回望 2015
年，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刚刚过去的这
一年，与以往有何不同，又将与未来有何区别？

是以，我们提出“历史方位”这个词，来
寻找 2015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坐标。我们所
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事与一些人，因为这些的存
在，让2015年与众不同、不可或缺。

我们关注中国，也关注世界；关注成功，
也关注失败；关注增长，也关注衰退；关注进
步，也关注坎坷；关注荣耀，也关注龃龉。我
们以连续三天的三个版，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第一天将关注点放在中国。老子说，治大
国如烹小鲜。这一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甚
至不同机构选出的年度关键词都天差地别，我
们认为，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就抓住了这一年的
主流脉络。

第二天将关注点放在世界。志合者，不以
山海为远。国力提升，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变
化，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中
国更为深入地参与到世界治理中，而与中国有
关的国际问题也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无论轰
动一时的“习马会”，还是在联合国大会、巴黎
气候大会等国际舞台上成为焦点，都是这个时
代的中国。

第三天将关注点放在未来。风起于青萍之
末。2015 年定下的很多事情，注定影响未来许
多年。于内，“十三五”规划建议直接瞄向的是
2020年，使得未来五年成为实现“中国梦”道路上
的关键阶段；于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注定从
2015年开始上一个新台阶，人民币被纳入 SDR，
中非合作论坛确定未来三年600亿美元的资金支
持，在联大70周年之际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等，都是来自中国的身影与贡献。

2015 行将离去。我们带着 2015 的收获与反
思，大踏步走向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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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变革中国之年全面变革中国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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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就要结束了年就要结束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一整年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一整年的故事，，十三亿人十三亿人

的一年的一年，，加起来是十三亿年加起来是十三亿年，，远远超过人类在地球远远超过人类在地球

上可以追溯到的年份上可以追溯到的年份。。所以这一年的中国故事所以这一年的中国故事，，其其

精彩程度令人叹为观止精彩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好在这是一个骨子里尊重实践的国度好在这是一个骨子里尊重实践的国度。。在这在这960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数人在以伟大的实践无数人在以伟大的实践，，推推

动着从个人到社会的前进动着从个人到社会的前进。。

在展望 2015 年时，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两个词，“关键之
年”与“开局之年”。前者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后者是指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

这一年的中国改革，在“啃硬骨头”与“过深水区”中度
过。

年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了一个叫“供给侧改革”的
词，这个在 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就被提到的概
念，开始逐渐为人们所知。中国改革，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本是常态。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尚不知如何破局，改革所应对
的是未知，所走向的是一条现代化的路。

而在不久前，引起世界关注的则是军队改革。专家说，在
中国军史上，这样的改革也少见。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中国改革
的历程，从年初开始，习近平就在视察、调研与讲话中，对军队
改革谋篇布局，直到在“9·3阅兵”的演讲中，向世界庄重承诺裁
军30万员额，改革驶入了快车道。

同样引起轰动的是国企改革。从巡视组推动的央企反
腐，到 9月国企改革方案的正式出台，共和国长子的一举
一动，快不得，慢不成，遵循改革章法与逻辑，上下同欲
推动前进。

改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月复一月的会议中不
断开疆拓土。今年，习近平组长主持召开了11次会议，其中议
题跨度极大。正因其艰难，才需要这样的议事平台，调动资源，
铆足马力前进。

对于改革而言，这一年是如此关键。
而对法治而言，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是以这

种方式度过“开局之年”的。
在习组长亲自主持召开的深改组会议上，相当一部分决

议与依法治国有关。其中第十次会议要求，以施工图方式明
确十八届四中全会190项改革措施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和
时间进度。

年初的全国两会上，《立法法》出台；同样在两会上，李克
强总理一句“有权不可任性”，赢来举国掌声；年末的12月4
日，人们第二次过“宪法日”。有一家之规，有一国之法，举国
上下对法治的敬畏与尊重，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要非充分
条件。

制度日趋完善，带来一系列新鲜变化。比如年初最高人
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比如《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等诸多制度的出台，比如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的出炉，
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的公布，不一而足。

在种种变革中，法治社会尤其需要耐心，因其程序严
谨，更因理念之变道路漫长。幸运的是，2015 年开了一个
好头。

如果你在夜里走进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不要惊讶于其
中一些“90后”与“60后”分享着同样的激情。他们一定在谈
创业。对于许多人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今年最难
以忘怀的火热概念。

总理两次走入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喝创业者的咖啡，为
梦想点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着墨于“互联网＋”，认为
中国正在走入这样的时代。

也许“马云们”的努力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年的“双11购
物节”，再次成为世界纪录的诞生地。我们已经如此习惯，在手
机上轻点几下，就买到便宜好用的商品。我们的手指，指挥着
912亿元现金飞向中国最大的电商。黑色星期五？感恩节？
忘了那些西方最大的网络购物节吧，世界的焦点在中国。

互联网的野心远不止此。你去浙江乌镇，一个二十年前
道路尚且颠簸的小地方，在年末迎来了全世界互联网的巨头
们。一张合影，价值万亿。而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
会址上，智慧养老、智慧医疗，早已成为模范一样的存在。一
镇如此，况一国乎？

光是在微信上，2015年的 9月，每天就有 5.7亿人登陆，

“互联网＋”时代，真正将中国人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真正的
“千年未有之变局”，天涯若比邻的时代终于真正来临。

裹挟着新兴生产力的威力，互联网及其精神，在中国几
乎所有领域中攻城略地。不想出门吃饭？“百度外卖”“饿了
么”半小时就送达。出门想打车？在家里的手机上，就能看
到车走到了哪条街。甚至，不想上街试衣服？一些电商网站
正在想办法。

创新是对世界的试探，而一切变革本质上都像“小马过
河”，不亲自试水，永远不知道能否趟过去。

这一年，上海自贸区顺利扩区，几乎将浦东新区变成了
一片自贸区的试验田。而在两会之后，天津、福建、广东等自
贸区获批，让自贸区建设走上一个新台阶，更代表了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改革试点的稳步推进。

唯有学习型的社会，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时代。带头的
是中央政治局，在这一年里，政治局集体学习达到9次，话题

横跨辩证唯物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三严三实和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等，话题的繁杂背后是国内国际形势的严峻。
不学习，无以立。

在习近平亲自批示之下，包括多位正部级官员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走向各地，举国上下如何领会

“十三五”规划建议，关系着未来五年中国怎么走、怎么
干，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大国之大，在于包容。欢乐，忧伤，每天都在发生。
长痛，短痛，都是必要的代价。

告别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一些逝去的同胞。1 月的
上海外滩，在迎来新年的时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踩踏；6
月的长江上，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带走了 400多名同胞的
生命，提醒我们公共安全的警钟应长鸣；8 月的天津滨海
新区，夜里一声巨响让举国上下震惊，要如何吸取教训，
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上演？

告别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一些人。一些老同志逝去
了，带走了他们奋斗过的那个时代和一代人的记忆。他们
在中国的革命与改革中立下汗马功劳，又在离开世界时收
获无限的尊重。

我们还应该关切的，是那些涉及每一个人福祉的事
情。有些痛苦，是2015年的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举
国上下必须进行的反思。

进入冬天的北方，雾霾只留给了蓝天些许机会，只有
北风与大雪能暂时驱走这恼人的污染。环保部带队调查所
有省会城市的污染物来源，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
预警，空气净化器与口罩不断热销……一切当下的痛苦，
都是发展带来的阵痛，然而存在的并非都合理。小到个
体，大到党和国家，无法容忍这样的情况继续。8 月，中
办、国办发出通知，党政领导干部损害生态环境将实现党
政同责、终身追责。

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开始习惯告别两位数的增速。
11月的G20峰会上，习近平对世界说，今年中国经济预计
实现7%左右的增长，仍将占世界经济增量的约1/3。

外界怀疑有之，内部担忧有之，然而风物长宜放眼

量，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的方向、动力与潜力如何，来自世
界各国的投资者正在给出答案。中国经济航船又到了中流
击水的时刻，一时的颠簸偶现，长远的规划却指向美好的
终点。

毋庸讳言，如今是中国经济的阵痛期。结构转型远未
完成，旧产能在多重压力之下加速淘汰，新动力在高速行
驶的中国发展的列车上仍需磨合，人口红利消减之后创新
红利正在深入挖掘，大刀阔斧的城镇化需要人们更多的耐
心、支持与参与……

还有7000多万贫困线下的同胞。年末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庄重承诺，到2020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的
年份，要让贫困人口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紧随其后
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再次吹响了这个冲锋号。

如果说2015年对这一切长痛与阵痛有何解药，那就是
改革、改革与改革。

一些人享有荣光，一些人追求梦想。这是2015年的中
国。

一袭紫衣的屠呦呦站在了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领奖台
上，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奖章。她始终成长在中国本土，做的是中医药研究。这梦
想的张力，足以让世界惊叹。

一个 20 年未曾启用的表彰，被授予了 102 位县委书
记。郡县治，天下安，带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荣
誉，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贫穷与发
展之间，继续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做好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节。中国模式的成败兴衰，既考验理念的先进程度，更考
验执行的扎实与否。

回想这一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群老人。时隔数
十年，他们的光荣终于来临。

在九月的阳光下，抗战老兵们挺直腰板，以行军礼的
姿势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和平曾是这些人最大的梦

想，如今他们迎来了理想中的时代。天空中战斗机喷着彩
色烟雾划过，地面上先进的装甲车隆隆驶过，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向世界大声呐喊：“正义必胜！和平必
胜！人民必胜！”

那一天，社交网络中反复刷屏二战后麦克阿瑟的一句
话：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不知不觉间，“中国梦”已提出三周年。个人有梦，国
家亦然。一些梦想在2015年变成现实图景，更多梦想在这
一年变成具体可操作的清单。

就说路吧。从兰州坐高铁去乌鲁木齐，欣赏着戈壁、
雪山与树木，在“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辽阔景致中，9 个
小时就能抵达。而从贵州六盘水新修建的机场出发，飞过
一个又一个低矮的山头直上云霄，3 个小时内就能到北

京。从上海到昆明，一条温暖如春的高铁线路，在2015年
底传来即将全线通车的消息。

再说说人。张家口人这小半年很兴奋，自从 7 月底与
北京一道申冬奥成功，这座小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从 2015 开始的七年，他们铆足了劲。喜欢孩子的夫妇也
有理由高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全面二孩”终于放
开。

同样不知不觉间，“四个全面”也已提出一年。作为这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一
年间大幅向前推进。这是一国之梦，而我们正在大踏步实
现的路上。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年，郑州一位女老
师在辞职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2015年行将结束之际，我
们表达不舍，然后坚定前行。2016 年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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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3阅兵阅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龙龙摄摄

深圳华侨城文化创意园里的“柴
火创客空间”。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江西靖安江西靖安““五彩五彩””生态产业精准扶贫生态产业精准扶贫。。
徐仲庭徐仲庭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光荣与梦想

长痛与阵痛长痛与阵痛

试水与创新试水与创新

关键与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