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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

95年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一次次书写波澜壮阔的奋
斗史诗。

95年峥嵘岁月，为让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矢
志不渝。

历史让人回味，未来令人神往。
站在新的起点，这是又一次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伟大进军——党团结带领人
民，以必胜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冲刺全
面小康，实现千年梦想！

这是穿越千年梦想的
伟大进军

——为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中国
共产党人接力奋斗，引领全面建成小康
的决胜之战

6月的天气日渐炎热，但干部带领
群众奔小康的干劲依然十足。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党委书记
李新海仔细计算着全镇土地流转的情
况：598户农民参与，完成流转1223亩，
这些土地上已种植果树12万棵，产业化
经营逐渐上路，为发展种植和观光旅游
奠定了基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
上，我们决不让7000多西柏坡人中的任
何一个人掉队！”李新海信心满满。

6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进京
“赶考”，带领中国人民开天辟地，走上了
建设新中国的发展道路；60多年后，全
面小康图景在这里火热呈现，成为时代
新进军的生动注脚。

“从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之国，走向世
界上最大的小康之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
具有非比寻常的世界意义。”清华大学教
授胡鞍钢说，小康是一个具有强烈色彩的
中国目标，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
使命，体现了人类发展的核心要义。

“老乡，你家猪仔养的怎么样？——
长得好呢，谢谢你们教我养猪法子。这
是现做的水豆腐，你们吃点再走。”

“只要群众能脱贫，走上小康路，我
们脱层皮又算什么呢？”

在这一本本“民情日记”中，云南红
河州派驻到下辖各县贫困村的扶贫工作
队队员，把群众的事情记在了“笔头”，记
在了“心头”，更使出浑身本领，带领群众
一起奔走在小康路上。

小康一词，折射着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深刻思考与认识、对

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开创美好新生活的责
任与担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
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
承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正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必须要凝
神聚力。”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
说，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13亿人民的
创造力被激发，这是诞生奇迹的源头。

这是迎难而上的
伟大进军

——任务之重、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破解发展难题

由于路不通，村里的产品出不去，70
岁的村民谢明学去年种的8亩魔芋，很
多烂在家里；

村民玉米、土豆种出“感情”，受制于
落后观念，猕猴桃、万寿菊等经济作物的
替代遇到不小困难，村民增收难度大；

全村还有103户、258人尚未脱贫
……

说起全村脱贫奔小康那点事，当了
18年村干部的贵州省六枝特区新场乡
戛纳村的高守文皱着眉头。他坦言，这

个小村庄全面脱贫奔小康依然艰巨。
打开中国的国情版图——
12.8万个贫困村、5500多万农村贫

困人口；
因病致贫、贫困代际传递、缺资金、

产业发展滞后；
主要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

条件差、自然灾害多的地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进军

中，最艰巨最繁重的是全面脱贫，这意味
着要减贫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平
均每月脱贫约100万人。难度之大，任
务之重，前所未有。

“尽管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发
展，但贫困仍是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尤
其是在农村地区。”英国路透社如此评价。

扶贫，是一场攻坚战，必须打赢。
消除贫困，共同富裕，这是时代赋予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托。
虽然告别了守着几亩地的日子，成为

一名江西省宜丰县的新市民，但漆丽华的
心中仍然没有底儿：工作好不好找？生活
能不能稳定？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朋友圈？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全国将有
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
口落户城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

须破解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深层次的
改革难题，否则将裹足不前。

小康之路，注定是一条攻坚之路。
环顾国内，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发

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
突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叠加逐渐凸显，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破
解城镇化、养老等世界性难题，小康之路
必须迈过一道道坎儿。

放眼国际，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国
际金融危机的后续震动中持续调整，影
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并通过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我国的经济
发展，小康之路绝不会一片坦途。

全面小康，重在“全面”。
在小康这幅多彩的卷轴上，民生是

最厚重的底色，共享是最温暖的主题。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破解每一个民生

问题都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全面建成小康
的过程也是不断破解民生难题的过程。

“小康要包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小康也要实现无数劳动者
享受快乐和尊严”“小康的目标还包括实
现天更蓝、水更清、食物更安全”……

随着小康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
与完善，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

从福利到权利，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每
一个都是一道时代命题。

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考验着
执政党的智慧与勇气。

“全面小康，重点在全面，难点也在
全面。仅仅经济小康难度还不大，而人
在满足物质需求后，对社会、精神文化、
满足感、尊严等有了更多更高的需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唯其艰难，方显本色，更显担当。

这是协调推进的
伟大进军

——以治国理政大布局推进亘古未
有之大事业，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号巨
轮向着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2016年至2017年，减贫8万人；
2018年到2020年，减贫12.5万人；
从省里派驻的“第一书记”进村扶

贫，长年驻扎贫困村；
为每个贫困户建立“脱贫档案”，订

制帮扶方案，明确帮扶人，7203名党员
干部全参与。

在这份山东省鄄城县的扶贫手册
中，有责任书、有时间表、有路线图，折射
出当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决

心和有力部署。
推进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必须有

非常之举。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复杂情况、新

的实践要求，迫切需要党从治国理政的
战略层面来思考、设计和破局。”中央文
献研究室副主任孙业礼说。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
三大战略举措就是要解决和化解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难题，这四者
战略性地协调互动，缺一不可。”辛鸣说，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动力，依靠全面
依法治国提供秩序和保障，而全面从严
治党则为这一征程确立了主心骨。

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
百年”的奋斗目标，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完善。

新蓝图绘就新路径——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要求和具体路线，全国各族人
民齐心协力奔小康有了共同的行动指南。

新布局塑造新格局——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

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
和全过程，“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新理念引领新航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引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
发展方向，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党。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不仅将“坚持党的领导”列为如
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遵循
的六大原则之一，还单辟一章就发挥党
的领导核心作用作出部署。

“这别具深意。”中央党校党建教研
部副主任祝灵君说，确保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顺利完成，确保党的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其他目标相配合，确保党承担
起推进伟大事业领导核心的使命，都要
求党的领导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前瞻未来，人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一定会迸发出
更加磅礴的力量，实现全面小康的美好图
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记者 陈二厚 何雨欣 安蓓 刘羊旸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全面小康新进军
——纪念建党95周年述评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战火连
天的岁月里，哪本书承载着怎样的理想
与信念，值得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山
东东营广饶县刘集村共产党员的回答
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

1975年，文物工作者来到刘集村征
集革命文物。村民刘世厚提及自己仍保
存着当年大伙学习“大胡子”的那本书，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经过一番劝说与动
员，刘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共产
党宣言》首译本，也揭开这个鲁北农村学
习、传承、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段往事。

20世纪早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与国内五四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
义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为寻求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国带来新希望。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
要标志，中文全译本的缺失却始终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心结。

1920年8月，经过数月紧张工作，由
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
言》在上海正式问世。但由于排版疏漏，
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为“共党
产宣言”。这约1000册的错版书，遂全
部赠阅。有一些就随着次年参加中共

“一大”的代表们奔向各地。
1926年的正月，在济南工作的共产

党员刘雨辉回到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省
亲，临别前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赠与族中的共产党员刘良才。此时的刘
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刘集村党支
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

刘良才的孙子、75岁的刘奎湘老人
告诉记者，由于首译本封皮印有一幅水
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当时的刘集村人
更习惯称其“大胡子”。人们把《共产党
宣言》叫做“大胡子的话”，本名倒少有
提及。

拿到这本书的刘良才如获至宝，经
常与支部成员一同研习。为避人耳目，
用棉被掩住窗户、点起豆油灯、让妻子在
屋外望风都是必备的手段。虽上过几年
学，刘良才初读《共产党宣言》也是磕磕
绊绊、不得要领。但读得多了、想得透
了，再联系起眼前长工与地主、老百姓与
县老爷的尖锐矛盾，更坚定了他依靠马
克思主义不懈斗争的信心。

“我爷爷一向对社会不公与压迫气

愤难平，总想着乡亲怎么才能活得不那
么苦。”刘奎湘说，刘良才告诉家里人听

“大胡子”的话，就有饭吃、有田种。慢慢
地，刘集村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人越来
越多，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能够
经得住风雨考验。

1931年，为保护在广饶身份暴露的
刘良才，上级党组织委派其担任潍县中
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将《共产党宣
言》首译本托付给刘集村党支部委员刘
考文。此时，大革命失败的中国已被血
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笼罩。在囊括600
余种书刊的“禁书名单”中，《共产党宣
言》名列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书惨遭
酷刑。

磨难也接踵而来。1932年，广饶的

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考文被捕。1933
年，因叛徒出卖，刘良才在潍县被捕，随
后英勇就义。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

人们后来才知道，刘考文在被捕前
又将首译本交予为人忠厚低调的党员刘
世厚。随后的岁月里，这本书被仔细包
裹着，藏在炕洞中、躲在粮囤下、掖在墙
眼里，但未曾离开刘世厚的左右。

即便是1945年1月，暴虐的日寇一
次性烧毁刘集村500余间房屋时，首译
本也得以幸免。已逃至村外的刘世厚那
时又返回火场，避开敌人视线，忍受着烟
熏火燎，将塞在屋山墙中的首译本安全
带出。

烽火年代中的刘集村，被誉为“红色

堡垒”，有据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解放
战争中还为前线提供了200人担架队、2
万斤军粮等人员物资。今天在首译本的
发现地，建有专门的纪念馆，每年来此重
温历史的观众达10余万人次。这段守
护首译本的历史还被搬上了舞台与银
幕，有更多的人知晓了这段红色历史。

刘集村的后人们，没有忘记近百年
来老辈人的坚守与牺牲，更以这件国家
一级革命文物自豪。42岁的刘洪燕从
事钢材贸易十几年，每次结交新朋友，会
以“来自刘集”“是一名党员”来介绍自
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认可，我
更有底气来维护这一名誉。”刘洪燕说。

“与其他存世的首译本相比，这本
56页、巴掌大的小册子得到了农民的认
同并在实践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拥有
5年解说经历的纪念馆解说员宫雪表
示，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让自己切实体会
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含义，也深深为党的历程而感动。

记者 萧海川
（新华社济南6月19日电）

满腔热血捍卫不灭的信念
——《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保存记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
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
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
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
讲解员。自2001年参加工作，15年来他
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
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
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
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
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
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2万次，可
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
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
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
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
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
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
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
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
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
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
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
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
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
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
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
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
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
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
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
刑”的刑罚：5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
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
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
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岁高龄的孙重
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
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
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
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
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
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
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
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
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
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
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
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对江姐
和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渣滓洞一间展室，记者见到了那

张令人动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
夫妇和一个幼童，脸上流露着满满的幸
福。这是江姐一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
拍摄于她和丈夫彭咏梧即将前往下川东
地区参加武装斗争之前。拍完这张照
片，江姐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彭云送给了
亲戚抚养，丈夫彭咏梧不久在战斗中牺
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可以这样说，江姐夫妇对可能的遭
遇是明了的，很难想象，照片上面带微笑
的他们内心是一种怎样的不舍！”刘帅
说，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把自己的
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
送给了其他难友，身上唯一带着的就是
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存放着江
姐最后一封书信。信纸只有普通手掌大
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信是写给寄
养她儿子的亲戚的：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

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
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
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作为革命者的江姐，虽早已做好了
慷慨赴死的准备，可作为母亲的她又希
望活下来陪伴儿子成长。可以想象，这
种备受煎熬的心情伴随了她在黑牢中的
每一天。”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
和平说。

纵有万般柔情，为了革命胜利，为了
人民幸福，可以抛弃一切慷慨赴死——这
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钢铁意志，这
就是革命先烈经受的考验和无畏的牺牲，
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壮烈历程。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
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
29岁。

如今，每年都有超过600万人从全
国各地来到红岩革命教育基地，感受烈
士精神，凭吊烈士英魂。

“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
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
中活着。”刘帅说，江姐书信中说过的一
句话，正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英烈的
生命写照。 记者 陈国洲

（新华社重庆6月19日电）

走近江姐 感受红岩魂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竹筠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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