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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作为一种理想
和梦想，中国人对“小康”一词有着割舍不
断的情愫。从汉代《礼记·礼运》以来，丰衣
足食的“小康”就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描
绘，是仅次于“大同”的美好社会。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养分。小康这个中国老百姓孜孜
以求的“千年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
贯之的目标。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今天，站在2020年的第一天，这个穿越无
数苦难与辉煌岁月的执着梦想，已触手可及。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
接着一棒跑

还记得，1979年 12月 6日，邓小平在会
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
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
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
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创造性
地用“小康”一词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
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自此，“小康社会”这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被提出和广泛运
用，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小康作为主要奋
斗目标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标志，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
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
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回望来路，我们在 1997 年提前 3 年就实
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宏
伟目标。又经过 5 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这
两项小康社会的基本指标均较高水平实现、
较大幅度超过预期目标。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郑重作出
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判
断，并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
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

不少人发现，党的十六大的会场标语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七大的标语进而提出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的标语进一步提出“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从“建设”到

“建成”，彰显在中共领导下中国社会奔小康迈
出的大步伐。

是的，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我们对小康的追求从未停止。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
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
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
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
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
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
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
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
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已有
了“时间表”“路线图”。蓝图已绘就，奋进
正当时。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
不能掉队

如今，我们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得到人民认可、经
得起历史检验。那么今天我们要全面建成
的，是怎样的小康？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辛
鸣认为，如果说建设更多是一种前瞻视野，
是把小康社会当作一项宏大事业来做的话，
建成则是从倒计时角度，着重从完成目标角
度来要求的，更多强调的是紧迫感。

——这是各领域全面进步的小康。全面
小康不能只是经济上的小康，而是全面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
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
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文化产品丰富多
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治
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中央环保督察、“水十
条”“土十条”、史上最严环保法等相继出
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这些年
来，我们党带领人民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着力解决既要金
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问题，着力补齐在治
理水平、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方面的短
板，为的就是不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

“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更要写好
“人”字。

——这是惠及全体人民、造福全体人民

的小康。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
数，更不能让贫困人口通过统计数字“被小
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现在人均收入有多少了？”“去年有多少
人娶媳妇儿？”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的每次国内考察都体现着深深的民生关切，
他的脚步走遍了中国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他“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打好脱贫攻坚
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党的
十八大以来，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甚
至每一分钟，贫困人口的数量都在减少：
8239 万——这是 6 年累计的减贫人数；超
1300 万——这是每年平均的减贫人数；2、
26、40、125、283——这是一批又一批相继
宣布摘帽的贫困县。2019 年的国家扶贫日，
这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全
面小康不能只是东部小康、城市小康，而应
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包括“农村的
全面小康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
上好日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是着眼于全面小
康要全国一盘棋。实现全面小康是不同地区
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
断缩小的发展过程，而不能是城乡差距、区
域差距悬殊甚至惯性拉大的过程。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难在全面，更贵在全面。

中国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在迈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很多地方传
来好消息——

有能力的“扶起来”，扶不了的“带起
来”，带不了的“保起来”，“住不了”的“建

起来”，通过精准帮扶，2017年2月26日，江
西省井冈山市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2019年5月7日，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宜
川两县脱贫摘帽，这标志着延安各县整体脱
贫摘帽。革命老区人民过上了“大囤子圪堆
小囤子满，好日子赛过山丹花红”的生活。

2019年上半年，云南宣布独龙族、德昂
族、基诺族三个“直过民族”实现整族脱
贫。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个民族从原始社会
或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曾经一
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

不久前，新疆最后一批贫困农牧民从高
原深山和沙漠腹地搬出，住进国家和地方政
府补贴的安全住房。至此，新疆全面完成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40146 户、
16.94万人喜迁新居。

我们欣喜地发现，再经过2020年一年的
努力，完成剩余5%的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困
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
史性解决，这必将令国际社会竖起大拇指。

在迈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很多模范人
物涌现——

身残志坚、带领乡亲奔小康的朱彦夫，
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在战场上
失去四肢和左眼，却放弃疗养生活，回乡带
领乡亲建设家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5 年，
他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
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富裕村。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渠”的黄大发，
带着数百个村民，钢钎凿、风钻敲，前后历
经30余年，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

“天渠”。潺潺渠水，润泽了当地 1200 多人，
使曾经闭塞的贫困村面貌一新。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始终奋战
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
他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
苹果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
品牌，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走
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
新路。

一个个模范人物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
勤劳的人民群众，是一天接一天从不间断的
接续奋斗。好日子等不来、要不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

造，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主体力量。
在迈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中国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今天点了糖醋排骨、西红柿炒鸡蛋、烤

麸还有两碗饭，一共才37元。以前我和老伴
总是在家里随便对付。现在好啦，可以到社
区食堂点菜，还可以和很多老年朋友一起吃
饭，饭菜质量很不错。”在上海浦东新区洋泾
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很多像张长功
一样的老人过上了无忧的老年生活。

“长江真的变美了！”打出生就住在长江
边的许美华，最近见到亲朋好友，总是这样
讲。几年前，江苏南通长江沿岸还分布着高
能耗货运码头和不少“散乱污”企业。2016
年以来，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启动生态修复
和保护，腾退污染企业，整体搬迁港口，建
成国家森林公园，并向市民免费开放。这里
成了市民们引以为豪的“城市客厅”。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小
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这些
话不只是口号，体现在每一处微小的改变，
写在人们的笑脸上，融入了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追求。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
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人
民生活显著改善。人们不难发现，全面小康，
从需要踮起脚来够的远大目标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到、已经非常接近的目标。我们完全有把
握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千年梦圆的号角已经吹响

岁末年初，一场场会议的接连召开，一
份份文件的相继发布，让人们心里暖洋洋、
热腾腾。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是
2020 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对 2020 年
重点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2020 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这对于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小康短板在农村。脱贫质量怎么
样，全面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要看 2020
年“三农”工作成效。近日，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做好 2020 年“三
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对标对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坚决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补上全面小康

“三农”领域短板，切实发挥好“三农”压舱
石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营造更好
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破
除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
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
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让民营企业再次吃下
定心丸。民营经济创新源泉的充分涌流，必
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近日召开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同样提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会议认为，特别是
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
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工作，结合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问题导
向，敢于攻坚克难，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奋勇工作。

时间滴答滴答过去，距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收官之日越来越近。农业农村部已确
定 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为“庆丰
收、迎小康”，许多贫困村等着脱贫摘帽的
验收。

将眼光拉长，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只剩15年，距离20世纪中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也不过30年的时间。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高的山峰
等待我们去攀登、更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去丈
量。然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回望来时
路，我们步履铿锵；展望未来的路，我们踌
躇满志。

全面小康即将如期实现，千年梦圆的号
角已经吹响，这是亿万华夏儿女魂牵梦萦的
时刻。让我们一鼓作气，冲向终点，去见证
历史、创造历史。

新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答卷
本报记者 叶 子

江苏省如皋市搬经镇龙桥村推行种苗“订单培育”。图为2019年12月，党员志愿者
在向低保户传授苗木育苗技术。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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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低保户传授苗木育苗技术在向低保户传授苗木育苗技术。。 徐徐 慧慧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经过整治，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已经看不到露天矿区，曾经的矿区变成了
如今的景区。 王 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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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9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金坪村村
民测量血压。 陈福平摄 （人民视觉）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金坪村村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金坪村村
民测量血压民测量血压。。 陈福平陈福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河北省饶阳县涉税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为民营企业家讲解简便纳税流程。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在河北省饶阳县涉税分中心在河北省饶阳县涉税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为民营企业家讲解简便纳税流程窗口工作人员为民营企业家讲解简便纳税流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李晓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