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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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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
世界，并且创造着客观世界。物质的力量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根本决定性因素，但是精神的力量也是推
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能动性力量。随着南水北
调工程建成通水，淅川移民精神将化作永恒，成为
千千万万普通群众拥护、支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永久记忆和历史丰碑。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弘扬淅
川移民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5年来，我
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大。近些年
来，建设强大国家需要的重大工程项目越来越多，
像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高速铁路、高速
公路、大型机场，以及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等等不断推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
基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具体体现。今后，
我国必将建设更多像南水北调工程这样的国家工
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如果
说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优
势，那么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投身国家建设才是
我们的力量源泉。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工程的顺利
推进，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
持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坚持群众利益至上，尊重和
维护群众基本权益，最大限度保障公共工程涉及群
众的财产权利，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珍惜
和保护好广大群众支持国家工程的积极性。但另
一方面又必须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认识和处理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让国家利益至上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破解各种矛盾的最高准则。用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之灯塔，指引市场经济商品交

换和物质利益之航船，做到“国家重视群众利益、群
众重视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至上与群众利益
至上的高度统一。这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产
生的淅川移民精神在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中
的价值体现。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需要弘扬淅川移民精神

价值观问题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问题。有什
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
式。为了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和精神基础，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淅川移民精神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忠诚奉献、大爱报国是淅
川移民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不同国家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情
感记忆和观念认同，但爱国的情感都是相同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存在空间、
安全保障和活动规制，还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淅川移民群众对这一道理有着朴实
的理解，他们认为，爱国家就是爱自己，能够为国家
工程作贡献是一种骄傲和自豪。所以，当国家需要
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坚
定选择。这是淅川群众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也是支
撑伟大国家建设来自“草根”的力量。在思想认识
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大力宣传、倡导和
弘扬淅川移民精神，是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和有效途径。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弘扬淅川移民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
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持中
国道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大优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快速建成通水，就是

这一优势的一次集中体现。在建设南水北调工程
的过程中，几十万淅川移民群众万众一心、步调一
致，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感召力
量。国家为民族谋求长远利益，人民为国家乐于
牺牲奉献，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与人民利益关系的最好诠释。
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中国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
之魂。凝聚中国力量，就是要凝聚起全民族的智
慧和力量，形成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的成功典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孕育
和催生的淅川移民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热
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分体现。这种精神超越了一般
经济利益，甚至已经超越了工程本身，是最可宝贵
的精神财富，是建设强大国家不可或缺的。最近，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在听了淅川移民精神报告后十
分感慨地说：“像淅川人那样，在需要承担国家责
任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才能挺起中华民族的脊
梁，才能实现中国梦。”

（四）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
强省步伐，“让中原更出彩”，需要弘扬
淅川移民精神

现在河南的发展建设正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难得机遇。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中西部地区发
展、加快中原崛起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河南“三大
国家战略”正强劲铺开，“四个河南”美好蓝图正在
全面展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使河南成为全国对
外开放新高地，全省上下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
成长性服务业大省和现代农业大省的热情空前高
涨。在这样大的发展背景下，省委形成了“坚定总
坐标、坚持总思路、完善总方略”这一让中原在实现
中国梦历史进程中更加出彩的总体部署。面对中
原崛起的历史大棋局，总结、提升并大力弘扬淅川
移民精神，有利于动员亿万中原儿女为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作贡献。淅川移民精神，说到底就是人人为
国家作贡献的精神，就是人人愿意以自己绵薄之力
为国家和民族强盛作出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泰山
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
深。弘扬淅川移民精神，必将激励亿万民众为了
中原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了。当我们站在
南阳淅川九重陶岔大闸上，望着奔腾江水向北流
的巨幅画卷，这不正是今天国家层级的“红旗渠”
吗？当我们站在郑州黄河南岸孤柏嘴涵洞旁边，
看着南来清水穿黄过，“黄龙腹下走清泉”的世间
奇迹，这不正是从寓言变成现实的愚公移山吗？
在南水北调这一国家工程中产生的淅川移民精
神，完全应当和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焦裕
禄精神一样，融入新时期河南精神，融入新时期中
华民族精神。⑥6

南水北调工程与淅川移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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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浩大

的水利工程，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从1958年丹江口水

库开工建设，到今天“一泓清水送京津”梦想成真，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省淅川县

几十万移民群众为了库区建设和水质保护，抛家舍业、背

井离乡，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在实践中形成了“大爱报国、

忠诚担当、无私奉献、众志成城”的淅川移民精神。在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之际，有必要对淅川移民精神进行

总结、概括、提升，使之成为与跨世纪宏大调水工程相伴而

生并与之长存的精神成果，成为激励河南乃至全国人民团

结一心、和衷共济，发奋图强、共襄盛世的强大动力。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中华民族治水史上的伟大
创举，是从 1952 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提出的
一个大胆而又浪漫的构想开始的。半个多世纪后
的今天，南水北调对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要，越来越
紧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后，我国北方
将初步形成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用水格局，黄淮
海流域特别是京津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将得
到有效缓解。无论从优化水资源配置、支撑农业
和粮食安全，还是从涵养生态环境、加快城镇化进
程来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都因其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水北调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抉
择。水资源是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战
略资源。然而我国水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量
仅约为世界水平的 1/4。特别是从水资源的空间
配置看，国内水资源分布相当不均衡。长江流域
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36.5%，水资源
量占全国的 81%；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
面 积 占 全 国 的 63.5% ，水 资 源 量 仅 占 全 国 的
19%。河南、河北特别是北京、天津等地为极度缺
水地区。从水资源季节分配看，年内年际分配差
距巨大，旱涝灾害频繁。南方洪水肆虐，北方沟
渠干涸，在我国成为经常现象。随着时代发展、
国力增强和科技进步，在全国范围内优化水资源
配置，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十分迫切。有关数据
显示，长江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达 9960 亿立方

米，而有效利用率仅为 17.8%。由此可知，长江
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在技术条件
和经济实力具备的基础上，通过修建大型水利
工程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配，把长江流域大量
白白流走的宝贵水资源调往淮河以北严重缺水
地区，就成为当代中国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抉
择。

南水北调是支撑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基
础工程。农业和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重大问
题。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我国南方地区粮食播种面积持续减少，北
方地区粮食生产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粮食流
通格局已经由 30 多年前的“南粮北调”变成了现
今的“北粮南运”。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共计 680

个县，黄淮海地区就占 300 个。仅河南一个省就
用不到全国 1/16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10 以上的
粮食。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原熟天下足，
黄淮丰四海安。但是，近年来像河南、河北这样的
重要粮食生产区，水资源越来越困乏，春耕秋种期
间经常出现严重旱情，用水矛盾突出。由于连年
过度抽取地下水灌溉，华北平原已形成 9 万多平
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开采漏斗区。从气候变
化看，由于北方地区降水持续偏少，干旱化、荒漠
化、石漠化趋势严重。这些都会给农业和粮食生
产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极大
威胁。修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黄淮海地区小
麦、玉米和水稻优势产区补充水源，既有利于增加
和调节农业用水，又有利于减缓该地区地下水位
过度下降的状况。因此，南水北调工程毫无疑义

是支撑国家农业和粮食长远安全的基础工程。
南水北调是涵养区域生态环境的有效路径。

涵养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
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以高资源和高能源消耗为突
出特征的发展模式和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我国生
态环境趋于恶化。一些地方特别是北方缺水地区
湿地退化和水土流失面积加大，生物多样性受损，
土壤、空气质量和水质下降，特别是人口稠密和经
济发展较快地区，水污染问题十分普遍。让人民
群众吃上干净水、甘甜水，呼吸上新鲜空气已成为
重大民生问题。水是生态之基，是涵养区域生态
环境的基础性资源。优化北方缺水地区生态环
境，根本之策要靠优质水资源的增加。近年来，中
原和华北地区三条重要的河流黄河、淮河、海河都

处于一定的污染状态，而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已经
25 年保持在Ⅱ类标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
通水后，首先可以保证受水区人民用上高质量生
活用水，而且可以使这些地区的河道和湿地得到
常年输水，有利于回升地下水位、保护生物多样
性，可以在总体上改善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水质量
和水环境，起到保障民生和涵养生态环境的作用。

南水北调是加快中原和华北地区城镇化进程
的迫切要求。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
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水源是城市的命
脉，城镇化的过程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受水区的河南、河北两省，都是我国农村人
口众多、向城市转移人口任务最重地区，也是城市规
模需要快速扩大地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提到的全国七个城市群，南水北
调工程受水区有两个，即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
群。而这两个城市群的发展都受到水资源缺乏的
严重制约。北京人均水量不到 100立方米，远远低
于人均 500立方米的国际极度缺水标准。天津、石
家庄、郑州也都是严重缺水的城市。比如天津，尽管
国家先后启动了“引滦入津”、“引黄济津”工程，但还
是不能满足城市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年调水量可达 95亿立方米，
可以保证向包括郑州、石家庄、天津和北京在内的
130 余座城镇持续稳定供水，其中生活供水保证率
将达95%以上，工业供水保证率将达90%以上。

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事业呼唤和造就伟大的
精神。50多年来，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生动实践留
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时代赞歌，造就了
十分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淅川移民精神是在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形成的，并始终是激励一代
又一代淅川儿女抛家舍业、默默奉献的无形力量。

（一）南水北调事业的伟大，感召
和产生了淅川移民精神

一种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契机、文化渊源
和社会实践锻造。爱国主义精神和淳朴厚重的民
风是淅川移民精神深深根植的肥沃土壤，而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长达 50多年的建设过程则为淅川移民
精神的产生创造了宏大的社会实践。从 1958年到
现在，淅川县先后动迁近40万人。这是人类水利发
展史上在一个县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经济
社会情况变化最复杂的移民过程。从丹江口水库
蓄水开始，顺阳川、丹阳川、板桥川，这些淅川最为
富庶的膏腴之地淹没了。这片曾经十分繁华的百
里平川，连同千百年来楚国先民们留下的宝贵城池
和文物古迹，一同躺在了碧波万顷的水库湖底。俗
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发
展和个人及家庭眼前利益不能完全兼顾的取舍面
前，在是坚守故乡热土还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工
程的抉择面前，几代淅川人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尽
管这种选择带着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乡愁。为了
丹江口水库建设，从 1958年到 1978年，淅川县先后
分六批迁出 20.2 万人。2002 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全面开工后，为了保证丰富水源，丹江口大坝再
次加高，由原来的 162米提升到 176.6米，淅川县需
要再次被淹没的面积达 144 平方公里，搬迁人口
16.2 万人。面对国家需要，淅川老百姓不讲条件、
没有怨言、不出难题，从而使国家原计划4年完成的
搬迁任务，只用 2年就圆满完成了，并且做到了“不
亡、不伤、不丢、不漏一个人”。淅川人怀着对家国
民族的大爱，毅然决然地走出去了，留下了巍巍的
背影，创造了感人魂魄的精神财富。这一精神财
富，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就是舍家为国
的凛然大义，就是忠诚奉献、大爱报国的“淅川移民
精神”。

（二）淅川移民精神具有独特的丰
富内涵

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大迁徙中，一代又一
代淅川移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用忠诚谱写了感人肺
腑的恢宏诗篇，铸就了内涵丰富的淅川移民精神。

一是拳拳之忠赤子情的大爱报国精神。大爱
报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任何有良知的人的共
同价值追求和自觉选择。有国才有家，有国才有
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丹江两岸、伏牛山下，范
蠡、张衡、张仲景、诸葛亮、彭雪枫等等，各自以自己
的方式报效国家，抒写了一曲曲拳拳之忠的赤子情
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继承了这一优良文
化传统，一直以来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
上，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代代相传。淅川的
移民是朴实的，他们将对国家的爱转化为自觉的行
动。当被问“知道为什么搬家吗”的时候，他们只是
淡淡的一句话——“这是个大工程，国家需要”。正
是这一句“国家需要”，他们就带着镢头、锨、铲、菜
籽、粮种等，乘闷罐火车迁往青海高原地区而无怨
无悔；他们就自觉自愿地整村整乡迁往湖北荆门长
江边上“大柴湖”畔安营扎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生疏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并
没有阻挡住淅川人移民的脚步。为了支持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淅川移民把家庭命运与国家需要联系
在一起，带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故土的留恋远走他
乡。无论走到哪里，这些朴实的移民都坚持自立自
强，体谅国家有不易、恐给国家添麻烦，展现出了以
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民族大义为最高道义的宽

广胸怀和为国奉献的高尚情操。
二是赤胆铁肩擎碧水的忠诚担当精神。忠诚

担当是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种追求，更是高尚的
人格操守。干事创业需要担当精神，推动发展需要
担当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担当精
神。为了给北方焦渴的土地送去源源不断的甘霖，
淅川移民赤胆铁肩擎碧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
牲。从每一个淅川移民身上，人们都能感受到对国
家无限忠诚和勇于担当的宝贵品质。历经半个世
纪，每当水位上升和工程需要时，淅川人民便义无
反顾地搬迁让路，一如既往地支持国家建设。“丹江
不北流，誓死不回头”。正是有了无数淅川移民的
这种忠诚担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一阶段才能够
顺利如期进行，丹江口水库才能被建设成为亚洲第
一大人工淡水湖。多年来，为了保护库区水质环
境，淅川县连续关停并转350多家造纸、水泥、冶炼、
化工等涉污企业，县财政收入为此伤筋动骨，一度
下滑 40%。许多在水库边从事养鱼、捕捞和旅游餐
饮的群众，也都弃船上岸，改为从事生态环境保护
的新行当。整个淅川县以水质保护统揽工作全局，
推进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努力建设渠首
高效生态示范区。他们心里都装着一个信念——

“让首都喝上干净水”，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甘于牺牲、无怨无悔，践行着“确保一库清水送京
津”的庄严承诺。

三是宁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无私
奉献精神是社会责任感的集中表现，是人类最纯洁
最崇高最伟大的精神。在“小家”与“大家”利益冲
突的抉择时刻，淅川移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他们说，“这儿就是座金山银山，为了国家，马上

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没有惊天动
地，只有轻悄悄的离乡脚步。年逾花甲的老大爷，
义无反顾地卷起了铺盖；出生未满月的婴儿，跟随
父母离开了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的家乡。栽种没
几年的果树，说砍就砍了；每年数十万元效益的养
鱼网箱，说拆就拆了。眼看着生活了多少代的绿水
青山美好家园沉入深深的水底，“那种撕裂感，没有
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江淹《别赋》云：“黯然销魂
者，唯别而已矣！”如果说抛家舍业已经令人难舍的
话，那么情感的别离则更让人撕心裂肺。乡土情、
家族情、邻里情，这些浓浓的情感，在远离家乡的一
别之后，都只能是“游子多年萦梦中，思念越长空”
了。然而，为了“大家”为了国，为了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淅川移民捧一把家乡的泥土，灌一瓶丹
江的清水，带一颗岸边的树苗，还有那舍不得丢弃
的坛坛罐罐和农具，叩祖坟、舍家业，离父老、别乡
亲，抒写了一幕幕让人潸然泪下、荡气回肠的移民
故事。

四是同心协力顾大局的众志成城精神。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顾全大局、众志成城的精神和同
舟共济、协力合作的美德。在 2010 年到 2012 年最
大规模也是最后一批大移民中，为了把16万多移民
群众的搬迁切实安置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广大移民顾
全大局、服从安排，谱写出一曲同心协力、众志成城
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壮歌。为了移民，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明确了“南水北调，移民为本”和

“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的原则，并且确立了“让库
区移民群众在这项伟大工程中受益，共享改革发展
伟大成果”的工作指针。南水北调办、水利部、河南

省、南阳市高度重视，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
保障和支持，各部门、各系统、各乡镇都把移民作为
头等大事，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钱出钱，形成了
全方位、多形式、宽领域支持和服务移民迁安的生
动场面。迁入地的干部群众，帮助建新居、划良田、
送米面、上项目，确保移民迁得来、住得好，能致富、
有盼头，使每一个移民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全社会
的尊重。众志成城是一种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精
神力量。正是在这种强大力量的感召之下，淅川移
民和全省所有接受移民地的干部群众一道，共同创
造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大移民奇迹。

（三）中原文化和河南精神是淅川
移民精神产生的丰腴土壤

任何精神的产生都有其赖以形成的环境和土
壤。中原地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红旗渠精神、愚公
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当代河南精神构成了淅川
移民精神的深厚底蕴。70多年前，嵇文甫先生论及
中原人文精神时说：“盖河南之传统精神，以‘平正
通达’为其特征者也。夫‘平正通达’则近乎‘中’。”

“中”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字，不仅具有“中心”、
“中国”、“不偏”、“正好”的意思，而且最能代表河南
人的爱国精神、处世态度和集体主义人格。这种建
立在中原儿女心理基础上的、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独特、稳固、持久、自觉的群体特征，包
含了忠诚、朴实、奉献、担当、包容、上进等精神特
质。正是在这样优裕的人文气息中，淅川移民精神
才得以在南水北调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出来。精神
的力量是无形的，伟大的精神一经形成，便会成为
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共同的、普遍的价值判断原
则，进而在生活实践中演变为人们自觉遵循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淅川县是中原地区最具楚风汉
韵的千年古县。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中原人文精神早已渗透在淅川人的
血脉中，使淅川儿女拥有了共同的性格特征、意志
品质和社会心理，为淅川移民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丰
腴的文化土壤和价值基础。只有把丹江口水库建
设和南水北调工程放到淅川、南阳、河南这片中原
大地的历史长河中，才能深刻认识淅川移民精神产
生的历史必然性。

淅川移民精神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精神成果

新时期要大力弘扬淅川移民精神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长江流域的水资源调往淮河以北严重缺水地区，能保障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改善水质量
和水环境，保证人民用上高质量生活用水，满足两个城市群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伟大的事业造就伟
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淅川移民精神得以产生。

水利工程的移民是世界难题，南水北调工程的生命在于水源，成败在于移民。广大淅川移民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建设，展现出的国家利益至上、舍家为国的家国情怀，甘于牺牲、勇于担当的宝贵品质，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

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精神，形成了“大爱报国、忠诚担当、无私奉献、众志成城”的淅川移民精神。

建设伟大国家，创造千秋伟业，要依靠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淅川移民精神是实现国家利益至上与群

众利益至上高度统一的价值体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继承

和发扬，是为国家事业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让中原更出彩”的历史进程

中，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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