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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月9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在北京举行。党的
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推动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突出成就。记者采访纪检监察干部和专家学者，通过几
个关键方面的数据对这五年来正风反腐工作进行梳理，看打
虎拍蝇如何掀起风暴，作风建设如何久久为功。

280多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动真碰硬。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
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的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处理，一批违
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厅局级干部被立案审查。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
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40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截至8月底，通过“天网行动”
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339人，追回赃款93.6
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0余人。

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坚决整治人民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
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
人，百姓身边的“蝇贪鼠害”得到有效整治。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十八大以
来打虎、拍蝇、猎狐成效明显，已经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60%多案件线索来自巡视

巡视、 巡察工作是十八大以来推进从严治党的一大亮
点。中央巡视组先后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
16个省区市“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在
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 十八届中央纪委
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5年来，巡视全覆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省区市党委完成
了对所属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巡视全覆盖，市县巡
察工作有序推进。

18万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被查
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追责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违规公款消费、随意铺张浪费等
百姓深恶痛绝的不良风气得到有效遏制。截至8月底，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43万起，处理党
员干部25.02万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61万人， 违纪行为从
2013年起逐年大幅减少。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两个责
任”不断夯实。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全国共有6100余个
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300余个纪委（纪检组）和
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
理政的鲜明特色。

80余部党内法规出台或修订

5年来，中央从出台八项规定开始，制度之笼越扎越紧。《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共出台和修订党
内法规80余部，党内法规体系基本建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说，反腐败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确立一套预防腐败和反对腐败的制度，“让铁规发
力，让禁令生威，才能最终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
场攻坚战、持久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 � � �历史的回声总是铿锵有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
面，1500余字演讲中，19次提到“人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 始终处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中心位置， 始终贯穿于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这个有着
89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将率领13
亿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意
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 只要我们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
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是“中国之治”
的“政治密码”

10月1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枪
声，59条生命戛然而止。

近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恶
化，经济复苏乏力，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
裂加深……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
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
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更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这，
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
来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

———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五年来， 一场坚定不移的反腐之战展
示出一个执政60余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决
心； 一场空前严格的作风建设清流彰显着
一个建党90余年的大党不忘初心的自觉。

在反腐斗争中， 中央纪委共立案查
处中管干部280多人，周永康、薄熙来、徐
才厚、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曾位居
党政军要职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铁腕反腐，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习近平
总书记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
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全面深化改革， 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以此激发民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重视乡村教育；统一城乡户
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花结果， 改革红
利更多惠及百姓生活。

———全面依法治国， 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以此凝聚民意。

1995年，22岁的聂树斌含冤而死；
2016年12月，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

他无罪。
2013年到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3718名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

难、 诉讼难、 执行难” 的顽疾逐步破解
……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 公平
正义大放光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
能少，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
进驻康保县西于发营村时的“冷”———零
下30多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

“看着吧，这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走。”
一入夜，村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建平

买来10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
心里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
里扶了起来。”王建平说。

人民立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 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说，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践行为人民服
务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坚强保障

今夏， 来自亚非拉等地近50名学员
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一
年的学习。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方
式和道路，但我相信，在中国学到的经验
对尼日利亚发展大有帮助。”尼日利亚官
员欧姆勒·伊利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同人民想

在一起、 干在一起的奋斗中探索出来的
道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

回望近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程，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 道路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 都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时空穿越， 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
民拧成一股绳的理想信念， 也见证了今
天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决心。

今日华屋村， 村民在田间建起果蔬
大棚，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一人、一村、一市的面貌变化，都印证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的发展是造福
人民的全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
这里曾是荒滩。

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
一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 对口协作硕
果累累。

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 东西携
手扶贫，互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7·26”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更好解决我国社会
出现的各种问题， 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
和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
考路上永远不忘的初心， 是实
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在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开幕以来， 每天吸引上万名
群众参观，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10公里的国家博
物馆，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
景：“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天这个

展览，是对五年前号召最好的呼应。它展
现了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神
山村， 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
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
认同， 这是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
肺腑的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
真理———只要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
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 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
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关键在“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
浙江开展试点。今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
的重要制度安排， 写入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中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
后，巡视工作要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 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
变化和人民新需求，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水平和领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
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
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
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7·26”
讲话提出的“八个更加”，是今后“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 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磅礴
的力量———

焦裕禄说， 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
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
办法了。

今日兰考，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
全县形成“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
众跟着干”的氛围。

今天， 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
军的时代中，人人都有奋斗的舞台，人人
都是剧中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

束处悬挂着130张优秀共产党员和集体
的照片。

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
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 价值坐标却高
度一致：“心”系人民，“干”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书写的壮
丽史诗， 铸起共产党人的一座座精神丰
碑，诠释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的宗旨立场， 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
领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高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新华社记者

� � � � �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2017年9月28日摄）。
新华社发

从数据读懂
正风反腐这五年

下期奖池：4247472952.6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77 0 7 6
排列 5 17277 0 7 6 0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19 05 07 13 29 35 03+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2

8296832 41484160

9956198497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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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
面，1500余字演讲中，19次提到“人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 始终处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中心位置， 始终贯穿于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这个有着
89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将率领13
亿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意
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 只要我们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
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是“中国之治”
的“政治密码”

10月1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枪
声，59条生命戛然而止。

近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恶
化，经济复苏乏力，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
裂加深……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
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
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更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这，
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
来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

———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五年来， 一场坚定不移的反腐之战展
示出一个执政60余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决
心； 一场空前严格的作风建设清流彰显着
一个建党90余年的大党不忘初心的自觉。

在反腐斗争中， 中央纪委共立案查
处中管干部280多人，周永康、薄熙来、徐
才厚、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曾位居
党政军要职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铁腕反腐，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习近平
总书记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
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全面深化改革， 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以此激发民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重视乡村教育；统一城乡户
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花结果， 改革红
利更多惠及百姓生活。

———全面依法治国， 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以此凝聚民意。

1995年，22岁的聂树斌含冤而死；
2016年12月，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

他无罪。
2013年到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3718名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

难、 诉讼难、 执行难” 的顽疾逐步破解
……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 公平
正义大放光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
能少，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
进驻康保县西于发营村时的“冷”———零
下30多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

“看着吧，这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走。”
一入夜，村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建平

买来10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
心里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
里扶了起来。”王建平说。

人民立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 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说，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践行为人民服
务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坚强保障

今夏， 来自亚非拉等地近50名学员
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一
年的学习。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方
式和道路，但我相信，在中国学到的经验
对尼日利亚发展大有帮助。”尼日利亚官
员欧姆勒·伊利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同人民想

在一起、 干在一起的奋斗中探索出来的
道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

回望近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程，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 道路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 都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时空穿越， 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
民拧成一股绳的理想信念， 也见证了今
天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决心。

今日华屋村， 村民在田间建起果蔬
大棚，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一人、一村、一市的面貌变化，都印证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的发展是造福
人民的全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
这里曾是荒滩。

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
一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 对口协作硕
果累累。

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 东西携
手扶贫，互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7·26”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更好解决我国社会
出现的各种问题， 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
和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
考路上永远不忘的初心， 是实
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在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开幕以来， 每天吸引上万名
群众参观，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10公里的国家博
物馆，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
景：“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天这个

展览，是对五年前号召最好的呼应。它展
现了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神
山村， 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
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
认同， 这是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
肺腑的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
真理———只要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
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 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
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关键在“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
浙江开展试点。今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
的重要制度安排， 写入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中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
后，巡视工作要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 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
变化和人民新需求，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水平和领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
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
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
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7·26”
讲话提出的“八个更加”，是今后“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 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磅礴
的力量———

焦裕禄说， 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
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
办法了。

今日兰考，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
全县形成“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
众跟着干”的氛围。

今天， 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
军的时代中，人人都有奋斗的舞台，人人
都是剧中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

束处悬挂着130张优秀共产党员和集体
的照片。

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
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 价值坐标却高
度一致：“心”系人民，“干”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书写的壮
丽史诗， 铸起共产党人的一座座精神丰
碑，诠释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的宗旨立场， 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
领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高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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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大道， 都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时空穿越， 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
民拧成一股绳的理想信念， 也见证了今
天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决心。

今日华屋村， 村民在田间建起果蔬
大棚，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一人、一村、一市的面貌变化，都印证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的发展是造福
人民的全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
这里曾是荒滩。

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
一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 对口协作硕
果累累。

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 东西携
手扶贫，互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7·26”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更好解决我国社会
出现的各种问题， 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
和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
考路上永远不忘的初心， 是实
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在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开幕以来， 每天吸引上万名
群众参观，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10公里的国家博
物馆，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
景：“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天这个

展览，是对五年前号召最好的呼应。它展
现了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神
山村， 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
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
认同， 这是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
肺腑的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
真理———只要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
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 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
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关键在“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
浙江开展试点。今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
的重要制度安排， 写入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中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
后，巡视工作要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 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
变化和人民新需求，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水平和领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
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
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
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7·26”
讲话提出的“八个更加”，是今后“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 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磅礴
的力量———

焦裕禄说， 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
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
办法了。

今日兰考，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
全县形成“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
众跟着干”的氛围。

今天， 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
军的时代中，人人都有奋斗的舞台，人人
都是剧中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

束处悬挂着130张优秀共产党员和集体
的照片。

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
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 价值坐标却高
度一致：“心”系人民，“干”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书写的壮
丽史诗， 铸起共产党人的一座座精神丰
碑，诠释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的宗旨立场， 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
领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高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 � � �历史的回声总是铿锵有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
面，1500余字演讲中，19次提到“人民”。

从那至今的五年中，“人民” 始终处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中心位置， 始终贯穿于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之中。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这个有着
89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将率领13
亿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意
味深长的号召：“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 只要我们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
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是“中国之治”
的“政治密码”

10月1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响起枪
声，59条生命戛然而止。

近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治安状况恶
化，经济复苏乏力，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
裂加深……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
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
方之乱、中国之治”背后根源何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更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鲜明政治本色。”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这，
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
来治国理政的实践给出了有力回答。

———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以此赢得民心。

五年来， 一场坚定不移的反腐之战展
示出一个执政60余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决
心； 一场空前严格的作风建设清流彰显着
一个建党90余年的大党不忘初心的自觉。

在反腐斗争中， 中央纪委共立案查
处中管干部280多人，周永康、薄熙来、徐
才厚、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曾位居
党政军要职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铁腕反腐，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习近平
总书记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
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全面深化改革， 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以此激发民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重视乡村教育；统一城乡户
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一系列重大改革开花结果， 改革红
利更多惠及百姓生活。

———全面依法治国， 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以此凝聚民意。

1995年，22岁的聂树斌含冤而死；
2016年12月，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

他无罪。
2013年到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

3718名被告人无罪。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

难、 诉讼难、 执行难” 的顽疾逐步破解
……司法体制改革不断破除藩篱， 公平
正义大放光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
能少，以此惠及民众。

河北国税局王建平至今记得第一次
进驻康保县西于发营村时的“冷”———零
下30多摄氏度，可村民的眼神比风还冷：

“看着吧，这些干部屁股坐不热还得走。”
一入夜，村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建平

买来10盏太阳能路灯。路灯亮了，村民们
心里的灯也点亮了。

“扶贫，把党员干部的形象在百姓心
里扶了起来。”王建平说。

人民立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 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说，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
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践行为人民服
务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坚强保障

今夏， 来自亚非拉等地近50名学员
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一
年的学习。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方
式和道路，但我相信，在中国学到的经验
对尼日利亚发展大有帮助。”尼日利亚官
员欧姆勒·伊利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同人民想

在一起、 干在一起的奋斗中探索出来的
道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

回望近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程，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 道路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 都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走出来的。

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后山，17
棵松树苍翠挺拔。

上世纪30年代初，华屋村17名青年参
加红军，相约栽下17棵松树。革命途中，他
们壮烈牺牲，这些松树被称为“信念树”。

时空穿越， 这片松树承载着党和人
民拧成一股绳的理想信念， 也见证了今
天党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决心。

今日华屋村， 村民在田间建起果蔬
大棚，公路能直通瑞金城区……

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一人、一村、一市的面貌变化，都印证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的发展是造福
人民的全面发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派繁荣，当年
这里曾是荒滩。

21年前，“闽宁扶贫协作”模式开启，
一批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 对口协作硕
果累累。

这是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 东西携
手扶贫，互补实现共赢。

从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在“7·26”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更好解决我国社会
出现的各种问题， 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
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顺应人民期待
和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梦为什么一定能实现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赶
考路上永远不忘的初心， 是实
现中国梦不竭的动力源泉

在北京展览馆，“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开幕以来， 每天吸引上万名
群众参观，迄今观展人数已超过30万。

距成就展东南方向10公里的国家博
物馆，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愿
景：“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
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天这个

展览，是对五年前号召最好的呼应。它展
现了13亿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
国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你呀，不错嘞，好书记啊！”2016年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神
山村， 年过七旬的老支书彭水生向总书
记竖起大拇指。

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掏心窝子的
认同， 这是基层百姓对党的总书记发自
肺腑的情感。

五年来的伟大实践昭示着一个永恒
真理———只要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实现
不了的梦想！

梦想可期，蹉跎难避。
历史又到了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告诫全党：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
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征服。

实现中国梦， 就要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表
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关键在“确保”，这就需要有“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治党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北京、山西、
浙江开展试点。今年，巡察作为党内监督
的重要制度安排， 写入新修改的巡视工
作条例。中央纪委明确表示，党的十九大
后，巡视工作要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实现中国梦， 就要始终顺应时代新
变化和人民新需求，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
水平和领导能力———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
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
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

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建设和改革
时期。

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

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说，“7·26”
讲话提出的“八个更加”，是今后“党始终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发力指向。

实现中国梦， 就要激发最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磅礴
的力量———

焦裕禄说， 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
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
办法了。

今日兰考，已成为河南首个脱贫县，
全县形成“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
众跟着干”的氛围。

今天， 在党领导人民向着中国梦进
军的时代中，人人都有奋斗的舞台，人人
都是剧中的主角，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览结

束处悬挂着130张优秀共产党员和集体
的照片。

邓中夏、江竹筠、董存瑞、邱少云、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谭千秋、沈浩……他
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 价值坐标却高
度一致：“心”系人民，“干”在实处。

党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书写的壮
丽史诗， 铸起共产党人的一座座精神丰
碑，诠释着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的宗旨立场， 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率
领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高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