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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反响
中国这五年，备受世界瞩目。《将

改革进行到底》中，有大量内容事关海
外反响：

如有海外媒体称，习近平定义的中
国梦，重新唤醒一个国家的梦想能力，
让整个民族找到了未来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海外
舆论对中国确定的几百项改革任务曾不
乏怀疑之声。如今，面对中国全面深化

改革已基本确立的“四梁八柱”和一项
项重大成果，他们纷纷作出这样的评
价：“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
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
夕的方式推进改革”。

对中国的重要角色，世界经济论坛
主席施瓦布指出，如今中国拥有强大的
声音。为了世界经济可持续的、强劲
的、包容性的增长，我们需要进行国际
合作，而中国可以承担起引领性的角
色。

对中国的治理经验，剑桥大学政
治与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说：共产党从各种传统社会中汲取经
验并将之进行深入的现代化改革，因
此使之可以被广泛接受。中国共产党
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党。我认为其它
政体，比如西方，他们需要思考的一
个问题就是，到底要向中国学习什么
治国经验。

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受到世界关注。
2014 年 10 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
治建设的中央全会。开幕当天，美国

《国际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向着
现代法治体系迈进的种种变革并不是

‘做样子’，而是反映了中共领导层认识
到推进法治的重要性。每一次改革都为
实现改变和开展新的改革提供了机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里程碑式的
《巴黎协定》 在经过艰难博弈后终于诞
生。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评价
中国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上，作出
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

而谈及中国的军队改革，外电评
论，习近平第一次外出视察就选择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第一次视察部队就
登上战舰战车，这意味着中国新一代最
高领导人不仅要强力推动中国的改革事
业，而且还将引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
队进一步现代化。

“如旱天惊雷！”这是新加坡 《联
合早报》 在评价中国军队改革时的标
题。

2017年4月18日，习近平接见全军
新调整组建的 84 个军级单位主官。10
天之后，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陆军
18 个集团军番号撤销，调整组建后的
13个集团军番号同时公布。

对此，美国媒体称“这是中国 60
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德国媒体说

“中国军队将变得更强大”。

精彩解说词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不仅要破
解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不断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不
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和发展，努力实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
长治久安。

放眼世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
未消散，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
理困局凸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甚嚣尘上……

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中国，

怎么办？
这，是历史之问，是人民之问，

也是——时代之问！
——摘自第一集《时代之问》解

说词

改革的内在哲学，就是“变与不
变”。

不 能 变 的 ， 是 “ 两 个 毫 不 动
摇”。能变的，是有利于增强国有企
业活力的体制机制。

——摘自第二集《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解说词

今天，我们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
刻都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国道路也仍
然处于成长、成熟和改革的过程中。

——摘自第三集《人民民主新境
界》解说词

改革的成效要交给人民评判。司
法改革三年来，“两高”工作报告在
全国人大会议上赞成率不断攀升，
2017 年 同 时 获 得 了 91.83% 的 赞 成
率，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折射着
民意的表决器，给出的是人民对公平
正义的感受。

——摘自第四集《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解说词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浸润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
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
合的磅礴之力，中华文化，既坚守本
根，又不断与时俱进，总是在重大历
史关头，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
头、发时代之先声。

——摘自第五集《延续中华文
脉》解说词

长缨在手，江山向美。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画将

来。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家

园。这一草一木，这一山一水，都和
我们的今天息息相关，都与我们的明
天紧紧相连。

——摘自第六集《守住绿水青
山》解说词

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关键时刻
的果断拍板，重要关口的坚定推进，
都体现了习主席的胆略和担当。

——摘自第七集 《强军之路
（上）》解说词

向前！向前！向前！今天，人民
军队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阔步行进在改革强军的新征程
上，把光荣与梦想写在广袤的国土，写
在辽阔的大洋，写在浩瀚的苍穹……

——摘自第八集 《强军之路
（下）》解说词

一部大型政论片里的中国这五年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在中国，7月17日开始，每到晚上8时，都有一大批人，会准时

守在电视机前，收看一部政论片。这种景象将一直持续到7月26日。

这部政论片叫《将改革进行到底》，标题十分契合当下和未来多

年中国的状态。梳理这部政论片，是读懂中国这五年的一条捷径。

全景故事
这部政论片，浓缩了十八大以来中国

这五年。
全片共分十集，每天一集，持续十

天，分别为《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

《强军之路 （上）》《强军之路 （下）》《党
的自我革新》《人民的获得感》。它们对全
面深化改革全景式、权威性梳理总结。

首集《时代之问》提出一个问题：“新
的历史时期”，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中
国，怎么办？这，是历史之问，是人民之
问，也是——时代之问！

中国用渐次展开的一幕幕宏大布局回
答时代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高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
十八大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三
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集结号；从四中
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到五中全会以新
发展理念布局“十三五”，再到六中全会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关注成效：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
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
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 90%。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 87%，改为后
置审批或取消。

《人民民主新境界》谈及民主：在党的
领导下，一幅用民主与法治勾勒的治理图
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引领
我们坚定不移地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彼岸。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描绘成就：司法
改革三年来，“两高”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
会议上赞成率不断攀升，2017 年同时获得
了 91.83%的赞成率，双双创下了历史新
高。这折射着民意的表决器，给出的是人
民对公平正义的感受。

《延续中华文脉》强调自信：中国有坚
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
文化自信。

《守住绿水青山》聚焦生态文明和绿色
发展：虽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面临极
大挑战，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资源消耗
强度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
严峻局面已得到了初步扭转。

《 强 军 之 路 （上） 》《 强 军 之 路
（下）》深谈军改：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
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
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
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
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
军事力量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军事制度。

重要时刻
中国这五年，有太多重要时刻。
正如 《时代之问》 解说词所说：“中国的

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
画卷。而历史，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为其标
注下鲜明的印记。”

2012 年 11 月 15 日 ， 就 是 一 个 关 键 日
子，当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
面会。

两周后迎来一个新的关键时刻，2012年11
月 2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
正式提出了中国梦。

不久，2012年12月8日，就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 20 多天的习近平，开启了他履新后的第
一次国内调研。

有关全面深化改革，2013 年 11 月，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是个关键时刻。
这次会议正式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关中国经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河南是个关键时刻。他指出，解决中国经
济的问题要有历史耐心。在此次考察的新闻报
道中，“新常态”一词，在公众视野里第一次
出现。

有关创新发展，2015 年 11 月，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是个关键时刻。这次会上，“创
新”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被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半年后，2016 年 5 月，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
一系列关键时刻，包括但不限于：
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4 年 9 月 21 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年大会举行。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召开。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

作会上，用五个“过硬”概括了司法人员应具
备的素质：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
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2013 年 8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
的辉煌。

2017 年春节前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颁布，这是第
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
中华文化基因，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先河。

2016 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河北省石家庄，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

2012 年 12 月，习主席视察原第 42 集团
军时指出，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
想，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也是强军
梦。

2015年7月14日、22日，习近平先后主持
召开中央军委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和中央
军委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总体方案》。

……
这一系列时刻，散见在 《将改革进行到

底》的多集片子中。

领袖决断
中国这五年，离不开大国领袖的清醒判

断。
这些内容，《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有大

量展示：
2012 年 12 月，广东调研路上，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一招。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广东返回北京
20天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的主题，就聚焦“改革”。

勇于担当，身先士卒。2013年4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经中共中央政
治局批准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
长。

改什么，如何改，重点何在？在上万条
改革建议背后，“最后总书记出了个高招，
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
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
烈的问题。”

改革要处理哪几对关系？2013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与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时，首
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即解放思想和实
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
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
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

面对经济新常态，应该怎么干？2015年
11 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
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
跃升。

如何让有恒产者有恒心？2014年9月29
日，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用“三权分置”的思路，给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定了调。“三权分置”，就是将
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拆分开，承包权归承
包户，而经营权流转给愿意种地的经营主
体。

司法改革如何推进？2015年3月24日下
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十一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给出
了推进司法改革的关键一招——“要紧紧牵
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绿色发展理念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一定要彻底转
变 观 念 ， 再 不 要 以 GDP 增 长 论 英 雄 了 。
2016年12月22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正式公布，生态责任成为政绩考
核的必考题。

新形势下强军目标是什么？2013年3月
11日，面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
军代表团全体代表，习近平庄重宣布——建
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
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军改需要胆略。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
副主任张宇说，最高统帅的政治决心和政治
智慧，历来是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我在
改革办这几年工作，感受非常深切。事关全
局的重大决策，关键时刻的果断拍板，重要
关口的坚定推进，都体现了习主席的胆略和
担当。

（本版照片均为《将改革进行到底》
视频截图）

（本版照片均为《将改革进行到底》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