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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秦杰 霍小光 张晓松 赵超

当历史翻开崭新一页，注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

实践的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
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回首5年，时代的天空风起云涌。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光明彼
岸破浪前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
新境界。

这是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人民在期待着我们，历史在期待着我们 ，

世界在期待着我们。历史的发展，总有一些关键的
时间节点。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已
经拉开，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艰巨任务落
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习近平

2017年10月1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雄壮的国际歌又
一次奏响。

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落下帷幕。5年励精图治，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站上新起点，为人类发展
作出新贡献。

人们清晰记得，5年前，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向世界郑重宣示：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
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
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
4年后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确立习近平同志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领航今日之中国，尤为需要坚强
有力的领导核心。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5000多年文明的底色上，铺展着耀眼夺目的红色

百年。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

福，回望世纪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国家、民族的
前途命运扛在肩上，带领人民持续奋斗、艰辛探索。

今天，我们距离实现民族复兴宏伟目标从未如此
之近；

今天，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愿望从未
如此强烈。

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有了新的指向———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13亿多人口的东
方大国，冲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史无前例；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更需坚毅。

55年前，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
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 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
的伟大时代，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是过去任何一个
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
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
大的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观国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
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应对之策，不仅关系自身发展，也影
响着世界格局。与此同时，“三期叠加”的矛盾与风险集聚，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前所未有……

察世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危机阴霾犹在，
全球格局剧烈动荡，国际力量对比深度调整，大国博弈暗
潮涌动，保护主义抬头、不确定性增加……

看党情。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
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
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
下大气力解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伟大事业源于伟大梦想，伟大梦想催生伟大力量。
实现伟大理想，没有平坦大道可走。今天的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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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回答时代之问？谁能领航新的征程？历史已经作
出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回答时代命题，不断续写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这是开创未来的科学指引———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 、

建设伟大工程 、 推进伟大事业 、 实现伟大梦
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习近平

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
100年来，真理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断指引

中国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

了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
境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能够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

理性思考国家前途命运， 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在全新实践中总结归纳；继承发展
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植根于更加深厚的土壤， 生长在更加宽广的空间，
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提出中国梦，从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 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到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从“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5年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内涵外延不断扩展、实现路径愈发清晰。

梦想，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跨越“人间正道是沧

桑”的今天，中国梦指引当代中国迈向“长风破浪会有时”
的明天。

党的十八大闭幕两周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
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鲜明地提出这个宏大的时代
命题。

俄罗斯知名政论家塔夫罗夫斯基说，习近平上任仅两
周即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构想，其中“两个一百年”目标具
体、可操作性强，体现了这位中共领袖自加压力、负重前
行、主动作为的历史担当。

梦想在前，使命召唤。
荩荩（下转2版①）

书写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中国纪实

今天是我国第四个“扶贫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脱贫攻坚是硬
仗中的硬仗，必须付出百倍努力。全党全社会
要再接再厉、 扎实工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不断创造
新的业绩”。全省上下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要求， 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众志成城、苦干实干，确保贫困
群众如期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
置， 举全党全国之力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历史
性成就，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湖南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全面增强攻坚合力，全面建立政策
体系， 全面补齐短板弱项， 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贫困
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3.43%降至去年底的
6.36%。

脱贫攻坚如登山，越往后越艰难。目前，
我省还有2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49个重点
县、5871个未脱贫贫困村、356万未脱贫贫困
人口。到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全省每年需要

减贫100万人以上，脱贫任务艰巨繁重。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首要民生工程
来抓，用心用情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军令状”来执行。实现贫困人
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
我们党向人民立下的“军令状”。打赢脱贫攻
坚战，讲的是政治、干的是民生、促进的是发
展、体现的是大局、反映的是党性。湖南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
想的首倡地，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领脱贫
攻坚，坚定不移把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彻好、
落实好，努力在脱贫攻坚中干在前头、走在前
列。 县一级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要增强定
力、建强班子、抓强队伍、加强协同，特别是县
委书记、 县长要自觉担当起统揽全县脱贫攻
坚的政治责任， 做到胸中有全局、 眼里有目
标、肩头有责任、手上有招式、脚下有路子，真
正把“不脱贫不调整不调离”的纪律要求转化
为“不脱贫不罢休不放手”的自觉行动。

瞄准总体目标、下足“绣花功夫”，坚持用
心用情、精准发力推进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贵

在精准精确，成在用心用力，根本的还是要静
下心来、开动脑筋，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
花功夫”。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老老
实实查找剖析问题症结， 精准精细研究务实
管用举措，防止空喊口号、泛泛而谈。瞄准“两
不愁三保障”目标，着眼“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落地落实，探索“四跟四走”产业扶贫路
子，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脱贫的可持续
性；进一步加强劳务协作脱贫，精准对接、精
准服务、精准稳岗，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
众走出家门、摘掉穷帽；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措施，一对一做好帮扶和劝学工作；落实健
康扶贫政策措施，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和贫困农户危房改
造，确保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抓紧实施
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着力解决村级公路、农村安全饮水、农村电网
改造等领域突出问题。坚持一手抓脱贫攻坚，
一手抓脱贫成果巩固，与群众一起算“收入”、
看“光景”，达不到脱贫标准的要再帮一程、再
扶一段。

集中优势兵力、破解“深困之难”，坚持用
攻坚战的办法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深度贫困
地区是脱贫攻坚“硬仗中的硬仗”“短板中的
短板”。 荩荩（下转2版②）

用心用情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写在第四个全国“扶贫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许达哲

（2017年10月17日）

湖南日报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 贺
佳 冒蕞）盛世迎盛会，共赴新征程。今天下
午，肩负全省390多万名党员、17万多个基
层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承载7300多万湖
湘儿女的愿望和期盼， 我省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乘坐高铁抵
达北京，向大会报到。

从长沙到北京，5个多小时的车程里，
代表们一路交流讨论，一路欢声笑语，讲述
着过去5年来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个个可喜
变化， 憧憬着党和国家发展的美好未来。
14时41分，G84次列车准时抵达北京西站，
代表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车厢， 正式开
启“十九大时光”。

代表们认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
召开的党的十九大， 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能够代表湖
南390多万党员和全省人民来到首都北京
参加党的十九大，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
们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
好的精神状态， 认真履行好代表的神圣职
责，全力以赴开好这次历史性盛会，把全省
党员群众的心声带到大会， 把大会精神带
回湖南，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履行神圣职责 不负光荣使命

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抵京

� � � � 10月16日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团代表，乘高铁
抵达北京，向大会报到。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湖南日报评论员

盛世迎盛会，共赴新征程。 16日下午，肩
负全省390多万名党员、17万多个基层党组织
的信任和重托， 承载7300多万湖湘儿女的愿
望和期盼 ， 我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乘坐高铁抵达北京。从
明天开始，举世瞩目的“十九大时光”将正式
开启大幕。

参加党的十九大，党代表重任在肩，使命
光荣， 要履行好代表的神圣职责， 把广大党
员、群众心声带到盛会上去，把会议精神学习
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良好的精神状态， 全力以赴开好这次历史性
盛会；于全省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而言，积极
关心、 关注这场盛会， 就是对大会最好的支
持、寄望和祝福。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５年，我
们有一种共同感受：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
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5年来的成就是全
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
根本性的。展望未来美好前景，中国人民更加
自信。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
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它事关党和国
家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
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省广大
干部群众应团结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新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 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首先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作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主心骨”和“定
盘星”，做到思想上到位，行动上对标，真正把
总书记对湖南的殷殷嘱托， 落实到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具体实践上来。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湖南改革发展正处
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唯有实干，
才能梦想成真。 各级党员干部不论身处何地、
何种岗位， 都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在工作上，
以拼搏实干的锐气、舍我其谁的豪气、不胜不
休的志气，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的劲头，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
境界，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以新业绩新气象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上一份厚礼。

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19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
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编写情况答记者问

高举伟大旗帜 实现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大献词

20版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贺佳

10月16日上午，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
代表从长沙启程赴京。

“心已经往北京飞了。”8时不到就在省
委九所宾馆前坪等候出发的粟田梅代表对
记者说。 粟田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年，
她带动侗乡4000多人脱贫致富，“精准扶
贫各项政策有力度、有实效，给广大农民带

来了真实惠。相信党的十九大后，一定会有
更多惠农政策，我特别期待。”

同样怀着迫切心情的还有田蕊代表，
“就想快点到北京。” 田蕊扎根土家山寨
20多年，是乡亲们离不开的好医生，最大
的心愿是看到基层卫生条件越来越好。
她相信，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更多
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好政策， 能让心愿
变成现实。

荩荩（下转2版③）

“我们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湖南代表团赴京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