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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基层调研行”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十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新华社近日派出多路调研小分队，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深入反映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典型事迹和良
好风貌，全景展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开启新征程的时代轨迹。新华社从11月13日起，推出“奋进新时代”专栏系列调研报道。

正值秋冬交替、万山红遍之际，神州大地处处呈现火热场
景，充盈着饱满的精神风貌——

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北国边陲……党的
十九大胜利闭幕之后，全国各地正在兴起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
九大精神的热潮。

这是中国梦的召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这是新航程的开启：众志成城、勇于担当、乘势而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壮丽画卷正在铺展。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亿万人民正以昂扬
的奋斗姿态阔步迈向新征程。

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大礼堂，
700多名师生静静地聆听一场“中国
进入新时代——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报告会。

报告主讲人、清华大学教授胡鞍
钢用“黄金时代”形容进入新时代的中
国。面对在座的清华学子，他这样发
问：“你们身处黄金时代，正值黄金年
龄，学在黄金大学，需要对自己提出一
个问题：对于2035年、2050年的中
国，能做出黄金贡献吗？”

振兴中华，人人有责；
永葆初心，砥砺奋进。
连日来，返回各自岗位的2200多

名十九大代表，将十九大精神火种带
到群众中间。

11月9日，十九大代表、巴陵石化
总经理李大为一行从湖南岳阳来到联
系扶贫点——平江县天景山村。这个
村还有60个贫困户、235人尚未脱贫。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请老人
家放心！”李大为和75岁的魏进桂老
人促膝交谈：“让所有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总书记
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承诺，十九大提
出了很多脱贫富民的政策措施。”

雪山巍峨，光耀拉萨。10月 30
日早上8时许，十九大代表、拉萨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女子大队教导员强巴卓
玛，就已站在布达拉宫附近的白塔前
指挥交通。回到拉萨后的第一周，强
巴卓玛就在女子大队举行了主题为

“格桑花最美的选择”演讲比赛，与大
家畅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们
要发展好生态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在
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
孔当村，乡长孔玉才用独龙语宣讲十
九大精神，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讲
起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方位、
新目标时，党员群众都有按捺不住的

豪情与期盼。
坐标清晰，新变化指明方向——
十九大报告作出新论断，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变化，对新
时代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方位决定方向，目标就是号令。”
十九大代表、江西抚州市委书记肖毅
回基层后，一方面组织宣讲团到各地
宣讲，一方面动员万名干部到一线，访
民情、察民生，明确工作重点和方向。

目标导航，新使命催人奋进——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楼顶

上插满了红旗——这里是“悟空”“墨
子”以及“天宫二号伴星”的研制地。
每次发射成功后，就在楼顶插上红旗。

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陈宏宇谈起建
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十分振奋：“报告
里提出了建设科技强国等十个‘强国’
的目标，我们更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神圣使命。”

旗帜高扬，新思想强基固本——
十九大代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张异宾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鲜明的一点，就是以人
民为中心，“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这就是初心和使命”。

记者调研发现，从干部到群众对肩
负的使命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他们表示，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定不移地打
好攻坚战——

11月3日，30多家国内知名旅行
社齐聚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共同见
证这个村旅游扶贫项目正式启动。

4年前的这天，在这个小山村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号召。
依靠多方支援和自身奋斗，十八

洞村发展起乡村旅游、特色种植、苗绣
等产业，到去年年底人均纯收入增加
到8313元，13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十九大代表、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
说，脱贫攻坚正是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我们要加大力度，确保到2020年前全
州近4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矢志不渝推进改革创新，提升发

展质量和效益——
G60沪昆高速从上海松江区穿区

而过，沿途这40公里被称为“G60科创
走廊”，分布着诸多先进制造业企业。

松江转型升级的路并非一帆风
顺。十九大代表、松江区委书记程向
民直言，转型发展越是艰巨，越需要通
过改革破冰，越需要勇气和定力。

以土地为例，房地产用地出让价
格每亩3000万元，工业用地每亩仅
100万元。很多干部不理解，为什么
大量土地要划给工业用地。

“房地产好比是‘公鸡’，虽然赚
钱，但是一锤子买卖；发展实体经济则
是‘母鸡’，可持续‘下蛋’。”程向民说，
要认真领会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论断。

去年以来，这个区淘汰劣势及污
染企业2924家。今年上半年，总投资
超过670亿元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大项目签约落户，松江正在成长为
长三角的制造业高地。

秉持新发展理念，打造更加美丽
富强的中国——

在江西省资溪县草坪村的路口，
几栋崭新的建筑格外惹眼，这里是一
家刚开业不久的民宿。

民宿老板丁永安原来经营着一家
规模颇大的石材加工厂。“县里要求保
护绿水青山，我就抓住机遇提前转型，
投身生态旅游。”

资溪县委书记吴建华说：“建设美
丽中国，我们要进一步挖掘蕴藏在绿水
青山之间的生态价值，造福一方百姓。”

新时代，新理念，新作为。十九大后
的中国，正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崭新气象。

96年砥砺奋进，共产党人始终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秘诀何在？

答案，不仅在过去，更在如今的新
时代。

奋进新时代，落实好党的建设总
要求，就能最大程度上凝聚起亿万人
民的磅礴力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远处的淮
海中路，是上海市中心黄金街道之一，
这里同样有“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
新天地商圈繁荣异常；另一方面，南部
地区仍有成片的旧里，民生欠账不少。

只要你需要，党就在身边——针对
百姓需求，街道挨家挨户发放调查问卷，

芝麻粒的事，都是街道要解决的大事；针
对白领需求，街道联系设置了白领食堂、
门诊和午间课堂，受到大家欢迎。

“我们毗邻一大会址，必须走在前
列、不辱门楣。”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金韶靖说，要用党的最新理论武
装头脑，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服
务能力。

奋进新时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能展现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更为光明的前景——

聆听基层心声，回答时代之问。
11月6日，雄安新区管委会领导

走家串户进行调研，着力解决百姓冬

季取暖、出行不便等问题。
十九大代表、新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刘宝玲感慨地说：“一天下来真实
了解了老百姓的期待。新区各级各部
门必须勤勉奋斗，不负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的重托。”

奋进新时代，发扬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就能在新的长征路上夺
取新的更大胜利——

在山西右玉，全县上下正在忙着
秋冬农建工程。

60多年来，二十任县委书记带领
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当
地林木覆盖率从解放初期的0.3％提

升至54％。
“右玉明年还要完成8万亩的造

林任务。”十九大代表、第二十任右玉
县委书记吴秀玲说，“我们既要种好
树、也要致好富，大力推动生态富民，
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奋进新时代，心潮逐浪高。
11月10日，我国自主设计研制

的C919大型客机平稳降落在西安阎
良机场，顺利完成首次城际飞行。

“每次试飞都有新突破新收获。”
C919首飞机长蔡俊说，此次转场飞
行，初步验证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达到
了预期的稳定运行状态，也意味着大

型客机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此时的中国，变化日新月异——
11月1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26

个县集中摘掉“贫困帽”；
11月8日，“雪龙”号科考船再度

启程奔赴南极，开启中国第五个南极
考察站的建设准备；

11月 11 日，迎来第九个“双十
一”，销售额再创新高；

……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神州

大地处处都有新气象，亿万人民阔步
迈向新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奋进新时代”特别报道

不忘初心，高举旗帜 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牢记使命，永不懈怠 抓住发展新机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永远奋斗，众志成城 聚合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让“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

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在同
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郑重
宣告，“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
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
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
量”。这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于自身
的清醒判断，也是即将走过百年的政
党面向未来的豪迈宣言。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
符”“把作风建设抓到底”“关键就在

‘常’、‘长’二字”……过去5年，党的
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党在革命
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
生机活力”。仅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
5 年间处理的党员干部就达 25.6 万
人，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回头再看“打
铁还须自身硬”的誓言，一个结论更加
清晰：正是不断的淬火、时时的磨砺，
提振了党心、唤起了民心，凝聚起了亿
万人民的磅礴之力，推动了中国的历
史性变革。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号巨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辉煌成就背

后，是不懈奋斗的顽强意志，是一以贯
之的实践品格。“永远在路上”“没有完
成时”，这是认识论、方法论，更是精神
气质、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重申“‘赶考’远未结束”，反复强调“天
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如
今又谆谆告诫不能“喘口气、歇歇脚”，
就是要警示全党，拿出久久为功的韧
劲，拿出驰而不息的精神，守成者没有
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

为什么不能喘气歇脚？因为躺在
了功劳簿上、停留在成绩单里，就丢掉
了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丢掉了邓小平所说的那么“一股子气
呀、劲呀”。全面从严治党固然不能

“一篙松劲退千寻”，一切工作又何尝
不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党的十九
大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
15 年，确立新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这
也是为了激励全党，奋斗无止境，复兴
路正长。今天的中国，可以自豪但不
可以自满，应该自信但决不能自负，埋
下头一锤接着一锤敲，俯下身一步紧
跟一步行，才能让新时代有新气象，在
新征程有新作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经济
总量达到 80 万亿元，我们不能忘记，
任何数字都要先除以 13 亿；当“复兴
号”动车组疾驰如风，我们仍需看到，

还有 4000 多万人要走出贫困。站立
于新的历史方位，孜孜以求、一鼓作
气，就会乘风破浪、势如破竹；安于现
状、消极怠惰，必将不进则退、错失机
遇。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
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我们
尤须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
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
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
的道路。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始终保
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能书写新时代的
辉煌篇章。（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⑦

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

宣讲接地气冒热气
百姓听得懂能领会
——北京、陕西、浙江、福建

等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宣讲活动

动情的讲述、感人的内容、真诚的互动……
连日来，各地认真组织好面向基层的面对面、互
动化宣讲，多种多样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活动在北京、陕西、浙江、福建等地持续
展开，使十九大精神与普通干部群众产生共鸣，
入脑入心。

8日，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干警们早早
到场，先到的纷纷“抢占”有利地形，准备聆听党的
十九大代表宋鱼水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报告。

这是北京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的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北京
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分别围绕相关主题，到所
联系的区、基层联系点、党建基层联系点调研、宣
讲。北京还组织具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的党员领
导干部、党的十九大代表和专家学者，成立北京市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深入全市各区
各系统各部门开展宣讲，并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

“学习十九大精神要落实在工作中。作为一
名信访岗位的普通党员，要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
访，竭力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为人民群众
的美好生活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北京市卫生计生
委干部韩丽萍听完宣讲报告后说。

北京16个区参照市宣讲团情况，组建本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结合本区实际，深
入街道、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宣讲活动。为了对
全区4300多个党组织的近十万名党员进行宣讲
全覆盖，北京西城区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采取
口袋书、白皮书以及京剧传唱、诗歌共享等多种多
样的方式，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10日下午，西安邮电大学学生党员工作站。
不大的工作站里，师生代表一个挨一个坐在椭圆
桌旁，倚着墙边还满满地围坐着人。陕西省委宣
讲团成员、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来到西安邮
电大学与师生党员代表互动交流。

“个人梦想的实现过程如何跟国家的伟大复
兴结合起来？”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院辅导员刘洋
抢着提问。

董小龙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要把报国之志
化为报国之行，坚定理想信念，系好人生的第一粒
纽扣。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陕西省委宣讲团从9日开始在陕西各地、各
行业开展集中宣讲活动。目前，陕西各地市也在
积极组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西安
市临潼区等地针对乡镇农村把十九大精神融入群
众喜闻乐见的快板、顺口溜以及乡土诗歌等“小形
式”中，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积极性，提高群众参与
度，让群众爱看、想听、能接受，让宣讲接地气、冒
热气。铜川市耀州区开展常委“驻村夜话”等形
式，在不占用群众劳作时间的基础上，以拉家常的
方式把十九大精神送到家里。

“过去只看菜价，现在还要看农残。”13日上
午，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恒星村开起了“乡音党
课”，基层宣讲员蔡思杰以村里主营的蔬菜种植业
为例，讲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十九大报告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但是要多赚钱，
就要提升农产品质量。”恒星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
深有感触，“好菜才有好价钱，种菜也要‘供给侧改
革’。”

浙江组织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基层宣讲员，
来到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田间地头进行宣讲。

作完报告的杭州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
主任方月仙告诉记者：“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让乡镇基层干部和村民深受鼓舞，干
部群众听完宣讲后就开始探讨村里的发展思路，
报告称得上‘字字值千金，句句暖人心’。”

福建省以有力措施动员全省各级各类宣讲力
量参与宣讲，构建了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立体化传
播矩阵，全方位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
潮，让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泉州市委讲师团团长朱林果告诉记者，泉州
创新十九大精神宣讲形式，组建了多支“新时代理
论轻骑兵”小分队，深入基层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活动。各地群众反响热烈，成效显著。

福建省还突出分众化、互动性、全媒体宣讲十
九大精神，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
方式，不断增强宣传的实际效果。

“举国欢庆十九大，老章来说心里话，中国走
进新时代，百姓笑容脸上挂！”这是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龙岩市新罗区西安社区党委书记章联生日
前在福建省首个党课网络直播间《“章”口就来》中
说的一段“顺口溜”。《“章”口就来》创新理论宣讲
形式，把十九大报告中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教育、
医疗、就业、脱贫攻坚等新政通过讲故事、顺口溜、
三句半等诙谐幽默的语言传递。

龙岩上杭县创设“支部书记正在说”“支部
书记有话说”等理论宣讲“微课堂”，通过录制视
频再上传网络和微信视频直播等两种方式宣讲
党的十九精神，将十九大最新理论和最新政策
解读通过互联网和微信等载体传播，走出一条

“线上线下开课堂、微言微语讲理论”的宣讲十
九大新模式。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记者乌梦达 李
浩 陈弘毅 冯源 许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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