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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边的
农民画家村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6月 30日，原阳县韩董庄镇草坡
村的村办美术馆里挂满了琳琅满目
的书画作品，山水画清新高远、花鸟
画栩栩如生、人物画高逸传神、书法
作品飘逸洒脱……观展者细细品味，

啧啧称道。这里展出的都是本村农
民书画家的作品。

草坡村地处黄河北岸滩区，民风
淳朴、耕读传家，农闲之余村人多喜
泼墨挥毫。30 多年来，在村里的文
化名人、民间画师乔炯国先生的影响
带领下，这个仅有 1560 多口人的村
子，书画爱好者人数逐年增加，他们
口传亲授，相互交流，所画山水、人
物、花鸟皆取法传统并各有擅长。从
草坡村走出去的画家乔枕石，在国内
举办的书画赛事上获奖 20 多次，成
为河南省书画院的特聘画家；书法家
李国忠小楷隽秀俊美，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及省级展览，当选原阳县书协副
主席。

在草坡村，“书画”更成为村民一条
致富路。草坡村党支部书记师恕江说，
他们村从事书画创作和销售的农民有
300多人，省美协会员16人，他们的作
品早已闯出了黄河滩区，飞到了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形成了成熟的销售渠
道，年销售额近千万元。村民们摆脱了
贫困，盖起了小楼，买起了小汽车。

2014 年，草坡村被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省文联共同命名为“河南省
特色文化基地”。

村里的年轻画家在“草坡书画院”切磋画技。 草坡村的村办美术馆是村民最爱去的地方。

村里画家乔松林用手机向福建的
客户发画作图片。“互联网+”的销售模
式被草坡村的农民画家广泛应用。 乔炯国先生给学生讲解书画名家的作品。

村里靠书画致富的农民画家大多建起了小楼。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继
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新
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铸造更加

坚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
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党建新论述，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引领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迈向新境界。

党强则国强 党兴则国兴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
一科学论断，凝炼地阐明了党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地位作用。

进入历史新阶段，党面临的“四大
考验”长期而复杂、面临的“四大危险”
尖锐而严峻。能否有效破解、妥善应对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纷扰，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历史
给出的命题。

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赶考；这是一
份必须交出的答卷。

“打铁还需自身硬”！
肩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

的崇高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从履新之日起就作出庄重宣誓，
表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时代任务和
目标指向。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
韩庆祥注意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
加注重从顶层设计上的战略谋划，其中
就包括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谋划。

从党的十八大对党的建设作出八
个方面部署，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新形势下坚
持从严治党提出八点要求，全面从严
治党的基本思想和方略不断发展完
善。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建
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
署，到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始终强调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被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至党治
国理政总体方略的新高度。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我们党
对加强党建的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
长江说。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祝灵
君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一个重要的
战略举措，也是其他三个“全面”的根本
保证，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中发挥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就能涉险滩、

闯深水，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就能以极
大的决心和毅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
法治约束公权力；就能在全国人民的大
力支持和奋发努力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乘胜前进，实现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说。

用信仰“塑魂”用制度治本

2014年 10月 8日，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紧密结合”的重大课题，指明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方法路径。“从严治党靠教育，
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
同时发力”。

专家指出，思想建党解决党员干部
的理想信念问题，制度治党解决党员干
部遵规守纪的边界和底线问题，二者相
辅相成，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框
架。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不注重崇
理想、重信念、固信仰，党员干部就会得

“软骨病”、就会“失魂落魄”；没有严纪
律、讲规矩、扎紧制度的篱笆，从严治党
就走不出“一阵风”的怪圈。

在修订完善和贯彻实施《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的同时，着力形成
尊崇党章、遵守党规的整体氛围；在不

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组织制度改革、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实现用制
度管权、治吏的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培
训力度；在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的
同时，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让铁规发力，
让禁令生威……

“把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
合理运用人与制度互动的函数关系，最
大化发挥了制度的功效。”祝灵君说，

“如此，就能让从严治党逐渐成为党内
习惯，逐步扎根于党员干部的思维定势
和行为方式之中。”

力行抓铁有痕 锻造铁样队伍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管党治党实践
留给人们最鲜明深刻的印象。

三年多来，从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起步，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全
面从严治党强势展开。坚持不懈筑牢
信仰、树立强化“四个意识”，严明纪律规
矩、扎紧制度笼子，“打虎”“拍蝇”“猎
狐”、铁腕推进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体现
出既重部署、更重落实的实践特色。

——管好“关键少数”。
从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

到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
部；从改进考核方法手段、完善政绩考
核评价体系，到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进从
严治党，着力打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
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
干部队伍。

——突出“全面从严”。
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到强化责任追究、加大问
责力度；从强调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
政绩，到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强调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
名党员”……三年多来，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正在形成。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

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会议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
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
的责任担当起来。各级党组织都要把
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
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
成为常态。

派驻监督全覆盖，巡视全国“一盘
棋”；管住亲属子女，树立良好家风；严
查档案造假，核查个人事项……在全面
从严治党实践中，党中央在“严”字上铆
足力气、下足功夫，推动管党治党真正
严到底、严到位、严到要害处。

——做到真抓实“治”。
从压缩会议、精简文件，减少评比

达标、迎来送往，到清理超配公车、多占
住房；从压缩“三公”经费、停建楼堂馆
所，到狠刹公款送月饼、贺卡、节礼、年
货；从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
的腐败，到整治“裸官”“走读”“吃空饷”

“收红包”、天价培训、违规兼职；从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到重视抓基层、打基础
……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一环紧
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不断实现
积小胜为大胜。

“全面从严治党，靠的是行动。”中
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治党问
题上最大的特点是‘实干’。”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

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
敢严、长管长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毫不松懈地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必能肩负起历史重
任，带领亿万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途上昂扬奋进。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据新华社兰州 7月 5日电 日
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
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
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
依然。

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
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
许多温柔。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
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
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
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
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
动。”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
生相融，再也分不开。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
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
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
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
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
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
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

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

院第三任院长。她为每一个洞窟、
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
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
永驻”。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
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
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
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
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
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
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
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
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
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
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据新华社深圳 7月 5日电 今
年 6 月，深圳经济特区前海管理
局、招商局集团组建合资公司，力
争通过 3到 5年的努力，使自贸区
管理运营新模式基本定型，并率先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
发建设若干自贸园区，系统复制深
圳改革开放和自贸区发展经验。

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在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粤港澳合作、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
平台作用日益凸显，围绕国际经贸
规则、金融、法治、人才、深港合作、
体制机制等关键领域探路、破冰，
领先全国的改革创新成果不断出
炉。

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说：“我
们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
努力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前海国

家战略平台的重要作用，将其打造
成为新一轮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高
地。”

“深圳道路就是中国道路的
缩影，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
说。

“对于深圳来说，过去靠改革，
当前、未来的发展也唯有靠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
先从最核心、最要害、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改革改起，先把这些问题突
破了，深圳就会加速。”广东省委副
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说。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民族脊梁

光辉历程

“敦煌女儿”樊锦诗：用一生守望

先行先试 勇立潮头
——记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