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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

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

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我国产生了

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

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

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

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

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

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

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

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

势恢弘的伟大工程。今天，中国人民的

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

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

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 13 亿多

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

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人间奇迹！
——摘自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3月20日）

背景资料:

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生于公元 1038
年，殁于公元 1119年，在藏族的传说里是

莲花生大士的化身，一生戎马，扬善抑

恶，宏扬佛法，传播文化，成为藏族人民

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格萨尔王一生降

妖伏魔，除暴安良，南征北战，统一了大

小 150多个部落，岭国领土始归一统。《格

萨尔王传》 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

五、六世纪，即氏族社会解体到奴隶制国

家形成时期，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之

间的战争是格萨尔故事的源头。

玛纳斯：《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 （国

外称吉尔吉斯族，现有吉尔吉斯斯坦国）

英雄史诗，中国版材料共 8 部，20 余万

行。《玛纳斯》广义指整部史诗，狭义指其

第一部。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

族史诗 《江格尔》 不同，史诗 《玛纳斯》

并非一个主人公，而是一家子孙八代人。

整部史诗以第一部中的主人公之名得名。

《玛纳斯》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和优美的语

言，反映了历史上柯尔克孜族人民反抗卡

勒玛克、契丹人的奴役，以及肃清内奸、

惩处豪强、斩除妖魔、为民除害的斗争，

表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人民争取自由、渴

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江格尔：《江格尔》是蒙古族卫拉特部

英雄史诗，它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

历代人民群众，尤其是演唱 《江格尔》 的

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不断加工、丰富，篇

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

部大型史诗。迄今国内外已经搜集到的共

有60多部，长达10万行左右。这部史诗是

以英雄江格尔命名的。关于“江格尔”一
词的来源，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

“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
“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
古语释为“能者”。《江格尔》 的故事繁
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大类作品，即结义
故事、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以后一类故
事最为常见。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他们的学习有意思他们的学习有意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贞贞

“大夫，大夫！我们家老人睡了一上午，叫不
醒，您快去看看吧！”

听到患者家属万分焦急的呼喊，于溯和丁兰立刻
带上急救箱冲出门去，在一路疾行中迅速掌握情况。
患者正是她们熟悉的杜老爷子，90岁高龄，患糖尿病
多年。

到达后，于溯立即展开抢救，病人意识丧失，血
压偏低，急查血糖0.8mmol/L，低至危及生命。于溯
立刻静推葡萄糖，使老人血糖平稳回升，渐渐苏醒。

这时，家属提前呼叫的救护车也到了楼下。
如果不是她们第一时间赶到病人家中，事先了解

患者病史和生活习惯，正确判断昏迷原因，环环紧
扣，也就无法挽救老人的生命。

于溯是北京市西城区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0
余位全科医生中的一员，近日笔者采访到了她，以上
叙述的救人场景在她的工作中屡见不鲜。她身形苗
条，白净的脸上有双透着知性的大眼睛。从 2016 年
单位推行“家医签约”的服务项目起，于溯已经陆陆
续续签约 200 多名患者，为患者们建立个人健康档
案，定期做健康评估，“点对点”服务，成为名副其
实的“家庭医生”。

“于医生，我嗓子不舒服。”“于大夫，我下次什
么时候再过来复诊？”“小于医生，您帮我母亲看一
下，她最近总头疼……”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络
绎不绝。忙的时候，她甚至顾不上喝口水，耽误吃饭

和下班也是常有的事，于溯笑着说：“我们的工作就
像是打仗一样！”

肝功能异常的王先生今天该复诊了，却没来，于
溯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再约一次；患多发性骨髓瘤的
薛女士做过器官移植，身体情况复杂，于溯每次都会
问她血常规数值，用药特别谨慎。长期关注患者情
况，全程指导患者药物用量，这正是全科医生与大医
院专科医生的区别，也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今年 70 多岁的王丽 （化名） 从新疆来北京看孩
子，起了带状疱疹，来到社区医院看病，于溯对她
特别关照，叮嘱她每天来做理疗。老人康复后特别
感激，她问于溯：“闺女，结婚没？有孩子了没？
没有啊，那等你怀孕了，想吃什么告诉我，阿姨给
你做！”

从新疆到北京，从素不相识到亲如一家。正如于
溯自己所说，“全科医生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我们

眼里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器官，是完整的人。”她曾
经也想成为一名专科医生，而现在她热爱自己的职
业，“全科并不比专科差，我们在同一个医院实习，
一起在各个科室轮转，只是他们毕业后进入大医院做
专科医生，我们回到社区基层。”

目前，中国共有全科医生20余万人。国务院1月
24日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
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
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今后会有更多像于溯这样
工 作 能 力 强 、
口碑好、有责
任心的全科医
生 走 进 社 区 ，
走进基层，为
人们的健康保
驾护航。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过了关
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2018年 3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确立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
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进入新时代，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了党员干部、理论工作
者、甚至是不少普通群众的“刚需”。怎样满
足这样的“刚需”，如何学才更有效？阅读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读本是很好的选择。在网
络的时代，为了坚持读书，有人发起了阅读
打卡活动，有人组建了微信群来共同探讨分
享，这其中故事催人奋进。

打卡读书有动力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而今，越来越
的多人愿意通过在社交软件上打卡的方式，
来“晒”出自己的运动、读书成果，并认为
这是鼓励自己坚持下去的好办法。

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出版
后，就有网友在微信上发起了一个“99天读
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的打卡活
动。活动介绍里是这样写的：“要读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读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和第一卷。中
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二卷和先期出版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一卷，作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权威读本，切实组织好学习。如何学？不
如打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文版全书
共 569 页，收录了习近平从 2014 年 8 月 18 日
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
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将这
本书分99天读完，一天一篇，阅读的任务并
不重，只是贵在坚持。

到3月20日，是该活动发起的第72天，有
近1.1万名网友自发地参与了学习，2500余人坚
持了打卡。在页面显示的打卡天数排行榜上，
位居前10名的网友都做到了72天日日参与；在
榜单前50名中，最少的也参与了打卡67次。可
见这一活动的影响力不小，网友们的学习热情
也着实高涨。而在打卡榜单上，一直稳居第一
位的，是一位网名为“拖地哥”的网友。

“拖地哥”真名叫刘纯青，目前在广东广
州一家民企工作。作为一名有着15年党龄的中
共党员，他平日里就十分关注时事政治类的新
闻。谈起为何能够长期霸占打卡榜第一名，他
对本报记者说，让自己坚持每日学习的动力首
先是“求真知欲”。“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
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趋
势已然出现，新问题、新挑战前所未有。网络
上信息爆炸，然而很多是无效信息。要想真正
理解中国的发展，要想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必须要深入学习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读过
后还要有思考。在刘纯青的眼里，《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第二卷是一本能教我们“做人做
事”的书。“就像一位长辈在跟前儿亲自传授，
既有理论方法，又有亲身故事，时而严肃有
力，时而语重心长。不管你从事何种工作，你
面临着哪些问题，在书里你都可以找到解决问
题的钥匙。”刘纯青认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就是在学新时代“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功夫。“对我们普通党员来说，

能学会如何修身、齐家两点就足够了。如果能
联系实际，用其中的一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
作当然更好。书中讲到的不少内容，如果活学
活用，确实可以为各行各业解决一些新问题提
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论。”

立规群学更高效

除了像“99天打卡”这样普通网民都可
以自由参与的学习活动，还有不少理论工作
者自发组建了微信群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赵晋
泰就是一个百人学习交流群的副群主。“在《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以后，我和几个
朋友一拍即合，都觉得应该积极学习，于是就
组建了这样一个微信群。现在群里的成员基本
是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

为了让大家学过之后有实效，这个微信群
制定了几项群规：每天早上有群员诵读书中的
章节，每晚固定时间有人来做导读分享，群成
员自己学习后还要写读书札记。群里实行严格
的考勤制度，如果参与分享、撰写札记的次数
达不到标准，则会被移除。群里有专门的管理
员负责安排大家的学习进度、整理学习成果。
赵晋泰告诉本报记者：“订群规就是立规矩，
目的是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要确保学习有
效果，而不是做个噱头，流于形式。”

天津外国语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吴倩
就在学习交流群中。遵循群规学习，让她收
获不少。“开始时，清晨诵读只有少数几位同
仁参与，后来慢慢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进来。
起初还不觉得什么，养成习惯以后，一边吃
早餐一边听大家语调铿锵地读书，让人不由
地振奋，整个早晨都是元气满满的。从学习

效果来看，静静看书与大声诵读的感受截然
不同，前者是静默而思，后者则是在振奋中
前行，一字一句品读书中原文的文字魅力，
鼓舞了自己也感染了别人。晚间的导读一般
由一位做相关学术研究或实际工作涉及相关
领域的群友展开，有的导读是理论探析，有
的是经验阐释。听完导读，大家会根据总书
记的这篇讲话进行探讨切磋，不仅深入理解
了理论，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共学情谊。”

“群里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也都有导
读的机会，都有接受大家从不同角度点评的
机会，再辅以严格的考勤制度和社群规定，
这个群俨然就是一个完美的网络课堂。”同样
在群中参与学习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徐川
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这个群的读书进度已经完成了1/3，
学习的成效显著，不少人的札记整理成了理论
文章，发表在了媒体上。学习的过程对大家的
日常工作也有不少帮助。作为工信部、教育部
和江苏省委等多个十九大精神宣讲团的成员，
徐川认为，宣讲时“如果仅仅从党的十九大报
告一个文本出发是远不够的。而通过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则会形成一个
非常清晰的概念。可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某一句话，展开来就是两卷书中的几篇文章，
再由几篇文章还原到讲话的背景和现实指向，
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有了在群里集体学
习所打下的基础，再去各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底气之充足、素材之丰富就完全不同了。”

人民情怀动人心

对于并非从事理论研究的群成员来说，
学习体会的角度则大有不同。

参与了群学习的北方昆曲剧院昆曲编剧
王焱就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不是党员，从
前上学的时候学与政治相关的课程也是比较
被动的。但这次参加了微信群的学习，倒是越
学越认真。每天我的包里就背着《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坐地铁的时候也在读。在学
习讲话的过程里，我感受最深的是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中饱含着的对人民的情感，这让我
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对人民的爱和对艺术的
情感是一样的，说教打动不了人的地方，感情
却能，因为人的情感是共通的。通过学习，我
也体会到，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还是要
有高远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境界
是我要去学习和追求的。有境界的作品，才可
能传世。不管是诗经还是楚辞，这些伟大的作
品中都有对人民、对社会的悲悯之情。不能体
会当代社会，不能深入当下现实，不能激起当
代人情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流传久远。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帮助我了解当前
的中国，帮助我更好地去创作出有感染力的
作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文风文
采，也让不少读者感到很有价值。

刘纯青就表示，自己在读书过程中，感
受和学习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极具魅力的文
风。“他的讲话文稿里常是旁征博引、古为今
用，同时又情理兼备、平易平实、通俗易
懂。读过以后受益良多。”

“总书记讲话里引用的好多词句、典故，
我原来都没读过。一看到不知道出处的句
子，我都会找来学习一下。阅读的过程也像
是在发现一座座古典文化的宝藏。讲话稿中
的很多句子，还特别适合诵读，大段的排
比，很有语言魅力。有时候读一遍都不够，
多读几次更是提气。”王焱也这样说。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全科医生于溯：

白衣天使 飞入寻常百姓家
郭佳蕙 文/图

全科医生于溯：

白衣天使 飞入寻常百姓家
郭佳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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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读者在认真研读泰国读者在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了解中国改革发展新理以了解中国改革发展新理
念和中国发展成就念和中国发展成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光勇孙光勇摄摄

20172017年年 1111月月2727日日，，1616国的国的知名出版机构决定同中国外文局知名出版机构决定同中国外文局共同翻译出版共同翻译出版
本国语种版本的本国语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二卷。。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涛涛摄摄

图为全科医生于溯在工作岗位上。图为全科医生于溯在工作岗位上图为全科医生于溯在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