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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站在2018年的岁尾回望40年的来路，仿佛
历史赋予了我们一把神奇的长镜———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
新的曙光，跃出了东方的地平线。
皑皑冰原积雪，融化成一脉清流，从此开

始了万里长江波澜壮阔的征程……

（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人民历经

“站起来”的上下求索、“富起来”的左右突围，
开启“强起来”的时代新篇，虽充满艰难曲折，
更令人刮目相看。

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200美元。
无数家庭，最大的烦恼，是能不能解决温饱；整个
国家，最大的忧虑，是会不会被“开除球籍”。

40年后，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
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 由低收入国家跨
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通过历史深处的一个个闪光记忆， 也许
更能体味这部时代变奏曲的力量和深度———

难以忘怀惊雷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难以忘怀让人热血沸腾的“团结起来，振

兴中华”；
难以忘怀豪气干云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难以忘怀激荡寰宇的“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
40年的深刻变革， 重塑了中国人民的面

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面貌，重塑了社会主义
中国的面貌，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让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
生机活力， 让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有了更
多的路径选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
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二）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就是一部党带领

人民不懈创造求索的思想解放史。
挣脱 “两个凡是 ”的束缚 ，廓清 “姓资姓

社”的迷雾，摆正“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打破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怪圈……

多少次举旗定向，多少次拨云见日，中国
共产党引领改革开放航船， 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行稳致远。

多少次观念裂变，多少次探索突破，改革
开放刷新着中国人的思想理念， 镌刻下敢闯
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前进轨迹。

最根本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
最核心的解放，是人的解放。
毛泽东曾经说过，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

人民自己的手里，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
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改革开放，正是让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了人民自己的手中。

40年间，一处处边陲小镇 、荒滩渔村 ，崛
起为高楼林立、人流如织的繁华都市；一个个
普通人凭着双手打拼，创造了 “几乎不可能 ”
的创业传奇……一串串“超乎想象”的奇迹横
空出世、辉耀星空，全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潜
能得到极大激发。

每一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力量；每一
个梦想，都融汇于创造的时代。

40年间， 亿万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
动。在社会飞速发展中积淀的定力和勇气，在市
场经济大潮洗礼下练就的眼界与胆识， 在对外
开放的博大视野里养成的胸怀与气度……自

信，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气质。
滔滔江水，滋润广袤的华夏大地，万物生

长，生机勃发。
每个人都在这场伟大革命中“发现”了自己。

中国的今天，就是这样，由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

（三）
如果说，40年的大改革， 成功使中国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那么，40年的大开放，则使中国实
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成功跨越———

40年来 ，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98
倍，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超过147倍，对
外投资实现从零到千亿美元的飞跃， 中国已
成为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张开更大怀抱，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用
实际行动支持经济全球化， 捍卫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大幅降低关税总水平， 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
开放， 举办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一带一路” 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
公共产品……仅仅2018年这一年， 世界就收
获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开放的“重大利好”。

因为开放，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因为开放，世界分享了中国发展的机遇———
在肯尼亚， 大学毕业的万吉库被承建蒙

内铁路的中国企业录用， 赢得了梦寐以求的
工作机会；

在塞尔维亚， 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人伊利
奇，津津乐道地讲起中国河钢集团在当地“救
活一座厂、带动一座城”的故事；

在阿根廷， 休斯镇出产的优质牛肉主要
出口中国，万里之外的旺盛 “舌尖 ”需求为小
镇发展注入活力……

正是有感于中国如江河奔腾的发展大
势，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预言：

一个开放、宽容 、自信和创新的中国 ，将
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

（四）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

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1938年，民族危亡之时，历史学家蒋廷黻

苦苦思索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
80年后，“蒋廷黻之问”已经有了答案。
这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 气势恢弘的

壮丽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以巨大的政治
勇气、坚定的意志品质、强烈的责任担当 ，引
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开放全面扩大、多
层布局、深入展开……

这是中华民族奋斗征途上， 激动人心的
光明前景———

2020
年，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2035
年，基本实
现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

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时间是真理的挚友。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民族170多年的艰辛

求索，昭示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走改革
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

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跃”就在眼前。

（五）
从“杀出一条血路 ”到 “闯出一条新路 ”，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课题在转换。 低垂的
果子已经摘完。今天的改革 ，面对的是 “发展
起来以后的问题”，面临的是从“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的发展跃升，必须在深水区 、“无人
区”中闯出新天地；

从“皆大欢喜”到“众口难调”，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利益格局在调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今天的改革，动
“奶酪”的硬仗多了，取舍“两难”的矛盾多了，
必须统筹兼顾、精准施策，蹄疾步稳向前进；

从“远远落后于时代 ”到 “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全球坐标在变
化。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发展，世界从未如此
聚焦中国。今天的改革，必须在百年未有的国
际大变局中，经受各种风浪的洗礼。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诸多现实难题、各
种风险挑战， 考验着我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的决心和智慧。

沿着40年不懈奋斗开辟的航向， 奋力把
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这不是选答题 ，
而是新时代中国的必答题。

（六）
1992年春， 邓小平发表影响深远的南方谈

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018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考

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强调：“我
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
代改革开放旗帜。”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

国外观察者慨叹，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 以一种持续接力的
方式推进改革进程。

大道之行，一以贯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这
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七）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旗帜上，“人民” 两个

大字格外醒目。
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指明改革发展的

力量源泉和根本目的， 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逻辑起点和强劲引擎。

党的十九大深刻指出，进入新时代，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 新时
代的改革开放必须建基于这个重大判断 ，更
好地回应人民的期盼———

“让蓝天白云更多一些”“让孩子有更好的
教育 ”“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正义的力
量”“企业最害怕折腾，最期望公平”……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何以圆梦？唯有改革！
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改革是人民的事业。紧紧依靠人民，一切
为了人民，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必将无坚而不
摧、无往而不胜！

（八）
2018年11月的第一天， 对占中国企业总

数超过90%的民营企业来说，又是一个“必须
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
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针对“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
等错误论调一度甚嚣尘上， 习近平总书记一
锤定音，让数千万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入之愈深， 其进愈难。 新时代的改革开
放，少不了沟沟坎坎，少不了风风雨雨 。迎难
而进，需要更多共识的凝聚，需要更加坚定的
改革自觉。

云南、贵州、四川共同设立赤水河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江西 、湖南 、湖北合力
抓好湖泊湿地管理保护，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在交通、能源、环保、信息化、公共服务等领
域开展合作……

从“腾笼换鸟 ”到 “绿色蝶变 ”，面对曾经
伤痕累累的长江，从上游、中游到下游 ，跨省
市协同发展的实践在探索中前行。这一切，正
是源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识的深
入人心和行动自觉。

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鉴。新时代的改革
开放，面对的更多是新课题，不少改革已突入
“无人区”，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
能收获别样的风景。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
深圳莲花山公园里，有一座名为“自我完

善”的雕塑：大力士用力挥舞着锤头、凿子，不
停地开山劈石、雕刻自身。

这是对“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的最
好诠释， 是新时代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无
声誓言。

（九）
“历史的道路 ，不全是坦平

的， 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

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 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

放，重温李大钊的这句名言，让人有了更多感
悟。

“雄健的精神”，是开拓创新的闯劲。
摁在小岗村包产到户“生死契约”上的10

多个红手印，深圳蛇口开山填海的隆隆炮声，
早已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敢闯敢试的血性 。只
有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方能突破
陈旧的禁区，跨越问题的雷区 ，走出 “小富即
安”的舒适区，开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境界。

“雄健的精神”，是真抓实干的拼劲。
从当年“三天建一层楼 ”的 “深圳速度 ”，

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自贸区探索，都是“一个汗
珠摔八瓣”拼出来的。不做光说不练的 “假把
式”，争当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撸起袖子加
油干”就是成就改革事业的“硬道理”。

“雄健的精神”，是滴水穿石的韧劲。
无论是打赢 “三大攻坚战 ”，还是深化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领域改
革，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必须锲而不舍 、
久久为功。看清楚时和势，保持定力和耐心 ，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方能
坚如磐石、行稳致远。

（十）
“啊 ，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

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
一辈……”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用欢快的旋
律，唱出的是1980年代的青春宣言。歌曲或许
不再流行，但那种青春心态、奋斗精神永不过
时。

血，总是热的。青春的热血之所以澎湃不
息，是因为青年的奋斗之心始终强劲跳动。

投身脱贫攻坚的青春身影， 把希望和信
心带进大山深处；“脑洞” 大开的创业团队 ，
为放飞梦想努力打拼；风华正茂的年轻法官，
甘当法治建设的“燃灯者 ”；激情满怀的青年
人才，扛起航天报国的千钧重担；沙场练兵的
勇毅战士， 用方刚血气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
长城……

改革事业常青，祖国永远青春。
从1978到2018，40年滚滚向前的改革春

潮 ， 展现了一代代青年追梦圆梦的奋斗英
姿 ；

从2018放眼未来，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
大事业， 呼唤包括年青一代在内的全体人民
有更大作为。

历史的运动，总是在一代代的实践中，不
断开辟新的境界。

水茫茫，苇苍苍，海天一线，鸥鹭翔集……
崇明岛，长江入海口的一片沙洲。奔腾不

息的万里长江，在这里汇入无垠的大海。
一如40年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闯峡口、扬

激流、育沃野，浩浩汤汤，义无反顾，奔向更加
壮阔的航程。

前方 ，是大海 ；前方 ，是喷薄的旭日 ；前
方，是照亮寰宇的万道霞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向着更加壮阔的航程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下期奖池：6967866677.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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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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