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个梦想，从历史长河中走来，闪耀着伟
大复兴的曙光。

一种精神，在亿万人心底凝聚，激荡起继
续前行的力量。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释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年来，围绕这一宏
伟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
方略渐次展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逐梦之路更宽广———
新理念新思想不断完善 ，新

战略新举措落地生根

这是一次注定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金秋时节，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胜
利闭幕。 会议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
题，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全会闭幕后，国内外舆论评价：作为实现中
国梦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分别通过
一次全会完成了顶层设计，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强化领导力。
这些都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围绕中国梦这个总目标， 逐步形成了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
关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增进人民福
祉为根本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越来越深
入人心，为我们实现梦想提供了根本遵循、指
明了正确方向、画出了清晰路径、凝聚了强大
力量。”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四个全面”，为圆梦中国架桥铺路———
走进广东省博罗县观背村， 客家风情……

一幅幅精美的壁画和彩绘令人叹为观止。但
谁能想到，这个远近闻名的“壁画村”，两年前
还是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

“是县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带着我
们一年一变样，两年大变样。”村民陈新妹说。

办好中国事，关键在党；实现中国梦，关
键靠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自觉肩负起历史重任，努力把400多万个

党组织建设成400多万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把
8000多万党员打造成8000多万个先锋模范，使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与此同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为基本任务，以脱贫攻坚为重点，
着力实现决胜阶段的良好开局； 全面深化改革
从立柱架梁到构建总体框架， 着力为推动实现
“十三五” 规划乃至更长远发展目标提供动力；
全面依法治国向“深水区”迈进，动真招、出实
招，着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大发展理念”，为圆梦中国指明方向———
站在河南林州下燕科村的南坡上， 曾经守

着荒山乱石坡过了几十年苦日子的村民赵喜仓，
看着如今漫山遍野的核桃树说不出的开心。

“我们村水土条件不好，岗坡地越种土越薄，
成本越来越高，收成越来越差，种粮算是走进了死
胡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要我们搞绿色发展。这不，眼看荒山石坡成了
‘花果山’，核桃林成了‘摇钱树’。”赵喜仓说。

一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瞄
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第一个百年目
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一年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
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已成为从部门到
地方、 从企业到个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健康发展的行动自觉。

“四个自信”，为圆梦中国凝心聚力———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
在今年7月1日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自信”，突
出阐释文化自信。 在他看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
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
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四个自信”，来自百年逐梦的苦难与辉
煌，立足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力量，既是中国
梦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引领。

圆梦之基更牢固———
新成就新进展夯基筑台 ，新

活力新动力不断迸发

11月18日13时59分， 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吊
挂着深褐色返回舱出现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

曲线平安降落下来。“天马行空”33天的神舟
十一号飞船搭载着2名宇航员成功着陆，为中
国航天史上里程碑式的征途画上圆满句号。

就在着陆点不远处的四子王旗大庙嘎
查，80多户牧民刚刚拿到了当地银行派员登
门办理的“金融扶贫富民贷款”。“有了钱买上
饲料，这个冬天下再大的雪也不怕了。”去年
曾经因雪灾返贫的牧民包日格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向着国家富强的梦想奋进， 中国经济稳
中有进，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6.7%！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中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只需保
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 即可实现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

收获稳定预期的同时， 一些关键指标的
反转向好更令人惊喜。

连续54个月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负增长被打断，投资增长、工业生产、企业利
润均有所回升……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进一
步调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蓄： 中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 高技术产业均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全
国2300多家众创空间服务着12万人创业团队和
初创企业，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近1.5万家……

好的经济结构正在呈现：最终消费支出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上升至71%，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而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了5.2%……

合理的增长速度，更好的效益质量，中国
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 迈向中高端水平，“第
一个百年目标”指日可待。

向着人民幸福的梦想奋进， 民生事业不断进
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步步变为现实———

从公立医院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养
老并轨，到“全面二孩”、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实施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打破“一考定终身”……一项
项惠及民生的改革举措密集出台，让普通百姓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
围， 到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再到进一步健全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一项项针对弱势群体
的福利政策，奏响了共圆梦想的时代强音。

从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首次
超过1000亿元，到提前一季度完成新增城镇就业
1000万人的全年目标，再到初步织就世界上最大
的全民医保网……一项项重大民生工程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让梦想之光照亮每个人的未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庄严承诺。

向着民族振兴的梦想奋进，中国大步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一面旗帜———

“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事关亚太长远
繁荣的战略举措，工商界朋友称之为‘亚太经
合组织之梦’。我们要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
区建设，为亚太开放型经济提供制度保障。”

11月19日，秘鲁首都利马。在APEC工商
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这样谈
及“亚太经合组织之梦”。

当全球经济停滞不前， 贸易保护和反全
球化的思潮抬头之时， 中国则以更加开放和
自信的心胸走向世界、拥抱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认可，截至目
前，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
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丝路基
金顺利推进， 一大批重大项目付诸实施……中
国正成为全世界的发展引擎。

从两个月前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 再到APEC利马
会议……在习近平主席的一次次主旨发言中，中
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从中东、欧洲、美国，到东南亚、印度、拉
美……伴随着习近平主席跨越世界的足迹，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与担当赢得了
全世界的尊重与赞扬，中国梦与拉美梦、亚太
梦乃至世界梦形成一个个同心圆。

追梦之心更自信———
新精神新境界凝心聚力 ，新

蓝图新希望催人奋进

这是一个人人寻梦、人人追梦、人人圆梦
的时代。

位于杭州西部的梦想小镇， 粉墙黛瓦的江
南民居和美轮美奂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12个

旧时粮仓被改建成孕育梦想的“种子基地”。
去年5月，当“青团社”这家由90后年轻人

创办的大学生兼职招聘平台入驻这里时已经
发不出工资了。利用小镇优势，一年多来“青
团社”获得了5000多万元风投，吸引了2000
多万学生用户，目前估值已过亿元。

小镇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梦想成真”
的故事。4000多名年轻创业者集聚这里，各类
创业项目已达780多个。

今日之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
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内陆，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力
量，一种前所未有的进取精神，一股不可抑制的
创新活力，激荡在每个角落。

这是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感觉跟做梦一样，现在都不敢相信。”谈起

自己的创业经历， 甘肃礼县新合村的90后小伙
康维起这样说。两年前，这位退伍返乡的农村青
年开了家网店专卖苹果。高速公路可能通不到西
部偏远山村，“信息高速公路”却可以到达。仅用1
年时间， 他就通过网络让销售额达到了870万
元，还带动当地果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种实干兴邦的担当———
“还有10个村小组不能正常接收手机网

络信号”“路桥老旧影响村里发展产业”“有的
残疾人没有办理残疾证” ……翻开江西兴国
县双龙村驻村“第一书记” 朱长华的民生账
本， 一项项待办事项背后深厚的为民情怀跃
然纸上。“让老区群众快点再快点脱贫致富，
共同实现小康，这是我们的责任。”朱长华说。

历史的时针转向2016年岁末。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上，这

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三五”开
局之年即将过去，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只剩不到5年。

今天我们距离梦想的彼岸如此之近，困
难和挑战同样前所未有： 经济还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键阶段，5000多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
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公平正义阳光仍待
照进每个角落，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我们的身后是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我们
的面前是喷薄而出的复兴曙光。 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砥砺前行、步履铿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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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写在“中国梦”提出四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