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 闻2018年10月8日 星期一
责编：聂传清 梁益琴 邮箱：hwbjjb@163.com

总书记始终关心“闽宁协作”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宁夏，调

研对口帮扶工作，部署“移民吊庄”工程，创造了东西部协
作发展的崭新模式。

2002年8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出席闽宁协作
第六次联席会议，启动实施“闽宁万名失学儿童救助工程”。

2016年 7月，在宁夏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看到
闽宁镇的喜人变化，“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篇

习近平致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中国方案，蕴含着传承千年的中国智慧，指明了人类
文明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
示出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宏大视野，成为
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

“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让全世界认识到每个国家既可

以各具特色，也可以和谐相处。”

“这样的国际交流才能培育真合作、

真友谊，世界才能更加和谐和幸福。”

——日本核物理学教授谷畑勇夫

“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提出
时，就以长远眼光和宏大目标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蓝图
日益清晰，影响范围远远超出欧亚大陆，这对
阻止世界向单极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
烈·科尔图诺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鼓舞人心，

能改善国际治理体系，让各国更好地应

对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联合国前秘书长、博鳌亚洲论

坛理事长潘基文

每当共和国的生日，我们在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欢欣
鼓舞的同时，总是不由想起那些凝结着艰辛与荣耀的奋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
福”……这个国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的金句，被
人们反复传诵，给人们感动与启示。

总书记阐发的奋斗幸福观，唤起亿万人民同心筑
梦、矢志追梦、奋斗圆梦的磅礴力量。

9月中旬以来，人民日报在头版推出“新思想从实践
中产生”系列报道，通过记者实地走访，从贫困山村到
繁华城市，从黄土高原到山水江南，从国内到国外，努
力探寻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轨迹。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只有来源于
实践、作用于实践，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报记者在采
访中，处处都能感受到新思想丰厚的实践基础、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感受到科学理论带来的巨变、焕发的伟力！

新思想源于对实践的深刻把握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孜孜不倦

的实践和探索，体现的是历史的眼光、缜密的思维、深
刻的洞察和博大的胸襟。

采访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数字——
“在正定工作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足迹遍及

全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
“宁德地区 124 个乡镇，他去过 123 个，跟着他下去

调研，一年要穿坏三四双解放鞋”；
“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他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虽然只在上海工作了 7个月时间，但他马不停蹄考

察了全市所有19个区县”……
采访中，我们还听到这样的故事——

“当年下乡他经常骑自行车”；
“他冒雨走泥路看茶山”；
“热了就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
“他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

路”……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教材，群众是最

好的老师。习近平曾深情回忆，在梁家河7年的插队生活
“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
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这都是碱性土地，怎么种出来的玫瑰？”
“脆李是否属于李子的一种，个头有多大？颜色是红

色、青色还是黄色？”
“三峡现在还有猴群吗？退耕还林是人工造林还是飞

播造林？”
……
采访中，很多干部群众表示，听到总书记这么细致

的提问，都感到有些惊讶，总书记惊人的记忆力和广博
的知识令人折服。

在长期的实践中，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习近平总
是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和
观点，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作用。

“总书记总是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是习近平
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发自内心的一致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末，围绕脱贫，闽东干部群众曾有三
大设想：修建温州到福州沿海铁路、开发三都澳 50万吨
良港、创办赛岐开发区并发展成中心城市。”曾长期在福
建分社工作并多次赴宁德采访的本报记者赵鹏说，刚刚

到任宁德的习近平没有轻率表态，而是轻车简从实地走
访了闽东 9县市，这其中就包括“三进下党”。在此基础
上，他提出了要以弱鸟先飞、水滴石穿的精神摆脱贫困。

“他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三大设想看似一劳永逸，恰
恰忽略了自身的努力，只想借助外界力量解决发展问
题，思想根源上还是‘等靠要’。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绝
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必须‘要把事事求诸
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

“总书记确实高瞻远瞩！”在浙江安吉采访时，干部群
众也由衷赞叹。

“当时人们常说，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也有人
提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样的认识，体现了对
环境保护的重视，固然是可喜的，却没有说到本质。总书记
的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二者的辩证关系讲透
了，真正是拨云见日、点石成金！”本报浙江分社记者顾春说。

“安吉县的同志感叹，总书记的一句话让安吉守住了
生态优势，也赢得了发展优势，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成为了‘中国最美县域’。”

“总书记视察重庆果园港之后，我三次到果园港采访，
每一次都能感受到变化。”本报重庆分社社长王斌来深有
感触，“最重要的变化是职工信心更足了，心气更高了！”

“总书记那双温暖又厚实的手，给了我们无穷的力
量！”回忆起两年多前见到总书记时的场景，果园港生产
部经理助理郑骁依然心情激动，“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我和我的同事一定要把幸福奋斗出来！”

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成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
量。正是因为源于实践，新思想具有巨大的引领力；正
是因为源于实践，新思想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正是因为
源于实践，新思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新思想凝结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有谁的家人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
“有谁的直系亲属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
为了加快棚户区改造，2000年7月，时任福建省省长

的习近平深入福州市连片棚户区苍霞社区调研，并向现
场的干部连声发问。

严肃的神情，连续的追问，令在场的每一位干部群
众为之动容。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
沙丘，父老生死系……”1990年7月，读完《人民呼唤焦
裕禄》一文后，习近平挥笔写下这首《念奴娇·追思焦裕
禄》。字里行间，跳动着爱民为民的赤子之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始终牢记自己来自哪里，为何出发，
如何奋斗。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主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郑重宣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加以明确。据统计，

“人民”二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203次。
在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中，再

次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84次提到“人民”。
习近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作为一个人民公

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
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回延川县梁家河看望

父老乡亲时深情地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
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
事的工作。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在正定采访，很多总书记当年的老同事，都提起他
‘吃螃蟹’的故事。”本报河北分社记者张志锋说。

“吃螃蟹”说的是习近平在正定里双店公社搞“大包
干”试点，这在当时冒了很大风险。

但是，习近平顶住压力，依靠群众，坚定推进，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的粮食多了，收入也提高了，
男女老少都念共产党的好。

“这不是胆子大小的问题，是有没有真正把老百姓利
益放在首位的问题。为了群众，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并且
坚持到底，习近平在年轻时就是这样做的。”在《习近平一
直惦记着俺们村》一文发表后，网民这样留言。

“共和国成立都快 50 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
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1997年6月，时任福
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闽东调研连家渔民易地搬迁时动
情地说。

“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推进，我们至今可能还住在船上、
漂在海上！”曾经被称为“水上吉普赛”的连家渔民说。

是的，对人民付出的爱有多深，人民回馈的爱也会
有多深。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海南三亚，玫瑰谷员
工李玉梅一直津津乐道总书记戴上她的斗笠的故事。

“当时大家挤在一起，不知道是谁碰了我一下，斗笠差
点滑下来。总书记看到了，顺手接过了我的斗笠。”李玉梅
说，“总书记戴上斗笠，大家热烈鼓掌，不少乡亲眼泪都流
下来了！我们都能感觉到总书记对老乡的那份真挚情感。”

“我们从三亚博后村到海口施茶村一路采访，所到之
处，干部群众都说，总书记真正知基层，懂农民，他的话总
能一下子说到我们心坎上！”本报记者辛本健说。

“总书记进门，先看厨房，再看老人卧室，最后来到客厅，
拉着我奶奶的手，嘘寒问暖。给我的感觉就像长辈来家里走亲
戚，可随和了。”河南兰考张庄村村民闫春光回忆说。

“从张庄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到县行政服务中心，
我们通过一张张现场照片，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一次
次交流，真切感受到总书记对群众的真情、深情。”本报
河南分社记者马跃峰说。

“习总书记下过乡、当过农民，他知道咱们百姓需要
什么、期盼什么。现在总书记想着法子让咱过上好日
子。跟着总书记，我们有奔头！”一位读者在与本报记者
交流系列报道读后感时激动地说。

新思想引领中国光明未来

深圳莲花山上，习近平总书记亲手种下的那棵高山
榕，如今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总书记种下的是长青树，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
树’‘希望树’！”时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管理处主任杨义标
的这句话，让本报广东分社记者吕绍刚感慨良多，“总书记
发出的‘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
进’的动员令，让深圳这片改革热土再次涌动春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采访中，谈起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宁夏闽宁镇一位基层老党员的话饱含深情：“那
都是因为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有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灵魂！”
记者注意到，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眼含热泪，毕竟，“空

中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砾满地跑”的景象还历历在
目。正是因为习近平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才让昔日“干沙
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农民人均年收入从 1996年的
不足500元，增加到2017年的近1.2万元。

“吃水不忘挖井人。从他们幸福的目光中，我们看到
了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衷心爱戴，也增进了自己对新思
想的认同和理解。”参与采访的本报年轻记者邝西曦说。

“新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必
将长期指导中国的实践，引领中国的未来。”很多干部群
众在采访中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 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很大一部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习近平总书记
50多次国内考察，几乎每次都把扶贫调研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精准扶贫重要
论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44岁的苗
族村民施六金“脱单”了。“不了解这个苗家山村的过往，就
很难理解这份‘脱单’的喜悦——‘脱单’连着脱贫。”多次
到十八洞村采访的本报湖南分社记者颜珂格外高兴。

5年前的十八洞村，农民人均年收入1668元，全村许
多男青年过了 40 岁还单身娶不上媳妇。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
略，开启了中国新一轮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十八
洞的明天会更好！”施六金的感激发自肺腑。

深深植根于中国实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新
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
倡议，展现出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为全球治理提
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在哈萨克斯坦采访，随处可以感受到‘一带一路’
建设呈现的勃勃生机和普通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本报国际部副主任马小宁说，在哈萨克斯坦人眼
中，“一带一路”具有使梦想成真的魔力。

党的十九大期间，一部由来自美、英等多国电视机构
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首播，主创人员表
示，“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始的力量源泉，
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这样的新思想，“足
以标定一个新的时代，足以引领一次新的征程”。

在深圳前海，一位香港创业者感叹，“这里到处呈现出万
物生长、馨香四溢的蓬勃生机，真可谓‘东方风来又一春’！”

而前海管理局原局长郑宏杰印象最深的，却是总书
记鞋子上的一层灰。“他要我们发扬特区‘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鼓励我们大胆往前走。他的话，还有那双沾着
泥土的鞋，时刻激励着我！”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中国人，满怀信心，满
腔豪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没有任何时
期比现在更接近，达到“两个一百年”目标，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清晰动人、真切可感。

“思想是启明星，思想是航标灯。只要我们更加自觉地
学习新思想，贯彻新思想，践行新思想，我们就能认准方
向、找准方位、把准方略，就能保持定力、激发动力、形成合
力。”“有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掌舵、领路，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就没有翻不
过的山、迈不过的坎，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是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的信念、共同的心声。

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启示录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张 炜 孔祥武 郭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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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晓东 张 炜 孔祥武 郭舒然

“都是因为总书记亲自推动的闽宁协
作，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我们这个地方，最缺的就是水。总
书记一来就先拧水龙头，他太了解我们
最需要什么了！”

——原隆村村民海国宝

“每当想起总书记那句‘希望你们家生

活越过越好’的祝福，我就信心倍增，一

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经营得红红火

火！”

——原隆村村民何利霞

“总书记说，福宁村代表福建和宁夏
的协作探索，代表两个省区结对帮扶取
得的成果。”

“2016年来闽宁镇考察后，总书记要
我们把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

——望远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钱冬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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