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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由中
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的《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23日在
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
内首发。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
人著作，收录了他 1988 年至 1990 年
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
和调研文章，共29篇。还收录有10张
彩色照片，其中包括他在宁德工作期
间的6张工作照片。

全书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
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
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
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
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的

理论价值，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相互呼应。同时，该书也是习近平同
志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
体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
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深挚为民情
怀。该书中文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1992 年 7 月第一版印制出版，并于
2014年 8月重印，深受国内广大读者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

几内亚驻华大使特别代表、政治
文化参赞巴·迪埃赫诺·马德儒说，这
本书将为几内亚摆脱贫困、发展经济
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方法，也将借此进
一步巩固几内亚同中国的传统友谊。

据悉，《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
翻译出版后，第一时间在非洲举办的
多个减贫发展高端论坛和智库交流活
动中亮相，受到了非洲各国政要、学者
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称赞。

8月23日，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
中国》播出第六集《全民守法》。该集
解说词摘发如下：

河南内乡，中原腹地，一个有着

2000 多年历史沿革的县城，至今完整

地保存着一座古代县级官署衙门。从

清晨到黄昏，这座始建于元代的肃穆

衙邸，历经 700 多年开合闭启，留下一

副副警醒世人的楹联。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

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

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

全靠一官。”这副流传至今的对联，蕴

含着官自民来、官为表率的朴素道理。

中国自古就有“身正为范”的传

统。“其身正，不令而行”，官员对于社

会风气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在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能不能得

到遵守，法治能不能切实推进，广大人

民群众首先把目光投向国家工作人员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推进全民守法，必须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

2015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

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

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 （据新华网）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
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
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7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为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出新的号
召，指明前进方向。

辉煌成就，见证不变初心；百年梦
想，激荡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
导力、号召力。眺望未来征程，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辉煌成就筑牢执政之基——
党的建设为各项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012年 11月 15日，全世界的目
光聚焦北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
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
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
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面对500多名中外记者，履新伊始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深刻阐述中
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要兴党强党，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
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
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
能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全面审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
把管党治党摆在重要战略位置，注重从
顶层设计上对党的建设进行战略谋划，
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境界。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
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
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突破口，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党内
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
群众基础更加巩固。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向基层延伸，
推动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
境，党员先锋模范和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进一步彰显……不断凸显的管党
治党成效，兑现着“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庄严承诺，践行着“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的铮铮誓言。

深刻启示照亮前行道路——
坚定自信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不断注入磅礴伟力

2016年的金秋，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会一致通
过的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
关重要。风雨沧桑，苦难辉煌。党的历
史充分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
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
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
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潮头掌舵，劈波斩浪。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党心民心团结一心，引领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
军等各项事业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伟大实
践和丰富经验，熔铸出破解难题、打造坚
强政治组织的坚定信心，激发出砥砺前
行、更好担负执政使命的澎湃动力。

信心和动力，来自全党对“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铭记和践行——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历
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
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
发出的号召激励人心、凝聚力量。

信心和动力，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
人有关待遇进一步作出规定，作为对
中央八项规定的拓展和深化。

信心和动力，来自坚持问题导向，
刀刃内向、自我革命、改革创新——

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
题，党内破坏规矩、污染政治生态问题，

“稻草人”“破窗效应”现象……直面党内
种种顽症痼疾，解决问题、敢于斗争，体
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担当。

信心和动力，来自坚持系统思维，
管党治党思路举措更加科学严密——

思想建党的成果要靠制度治党来
保障和巩固，制度治党要以思想建党
为前提和基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
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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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信心和动力，来自牢记根本宗旨，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带领人民创造幸福
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透射
出中国共产党植根 90多年光辉历程
的坚定自信，显示出与人民风雨同舟
的高度自觉。

挺立潮头迈向光辉彼岸——
永葆生机引领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从西柏
坡启程前往北京，毛泽东同志称为“进
京赶考”。

6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
柏坡，谆谆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一种
认识更加清醒：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

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承载时代与人民赋予的光荣使

命，一种信念更加炽烈：“只有进一步把
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
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
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对
管党治党作出新谋划、提出新目标。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

着眼未来征程，党的建设更加注重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做到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
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
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永葆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坚
持党性锤炼，锻造一支坚若磐石、勇往
直前的钢铁先锋队伍——

搞好党的建设，关键在于抓好党
员队伍建设。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
放在首位；强调加强党性修养，重视党
员的高素质培养；严格日常教育和管
理，要求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
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思路举措，
将进一步促使广大共产党员把目标牢
记心中，将使命扛在肩头。

应对新挑战、面临新前景，必须严
明纪律规矩，执纪从严、健全制度、强
化监督——

今年7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发布，聚焦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现
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

“中国号”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民
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习近平重要著作《摆脱贫困》
英文版、法文版国内首发

《法治中国》(第六集)解说词摘发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七

本报讯（记者 卢松 李凤虎 孙
欣）8月 18日以来，以建设法治中国为
主题的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
在中央电视台陆续播出后，河南社会
各界反响越发热烈。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成为人们口中的高频
词。大家纷纷表示，专题片站位高远、
案例翔实，既深入浅出阐释了全面依
法治国的重大历史意义，又系统总结
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
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给人深刻启迪。

以法治促发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我们坚持立法先行，突出重
点领域立法，努力实现立法和改革决
策相衔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法规三处处长李哲说，近年
来，河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聚焦改革
发展重大问题开展立法，落实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要求，对全省地方性法规
中涉及行政审批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查
和清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下一步将更加注重提
高立法质量，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中迫
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深入推进科
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确保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改革和发展同步推进。”

河南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李宏伟看完后心潮澎湃：“作为一名法
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将继续坚持理论
与实践结合，法学研究部门与法律实
务部门结合，真正让法学研究的理论
成果更好地符合社会实践的要求，让
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

守护司法公正
“少年法庭不断从实现好公平正

义的高度，推进自身各项改革，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坚强司法保障和
良好法治环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少年审判庭庭长张云龙表示，“我
们将积极探索对交付执行前的青少
年被告人实行‘法庭+家庭+第三方’
帮教机制等新举措，努力帮助失足青
少年。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建立
健全特殊保护制度等，加强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

河南荣康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明伟
表示，“新的历史条件给广大法律人提
出了新的使命要求，作为一名青年法
律工作者，将努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培育法治精神
“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

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郑
州市金水区科技局局长段亚丽表示，
金水区科技局将把谋划发展与遵纪守
法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和造就一支熟
业务、懂法律、守纪律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不断提升工作落实能力，助力金水
区“实现两个率先，领跑中部城区发
展”。

全民普法和守法，是实现依法治
国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司法
行政机关应不断强化法治宣传职能，
大力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培
养法治信仰。”郑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司久贵说：“我们将不断创新法治
宣传形式和载体，深入推进‘七五’普法
规划贯彻落实，为郑州市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时代呼唤法治，人民期盼法治。
只有持续不断弘扬法治精神，凝聚起
社会各界的法治共识，让信法守法成
为社会新风尚，中原才能更加出彩，法
治中国才能行稳致远。③6

河南社会各界热议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

凝聚法治共识 助力中原出彩

8月2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大熊猫“兴兴”在享用生日餐。马来西亚国
家动物园当日为同为8月出生的大熊猫“兴兴”“靓靓”以及它们的熊猫宝宝“暖
暖”庆祝生日。 新华社发

可 可 西
里 索 南 达 杰
保 护 站 协 警
在 陪 小 藏 羚
羊玩耍

新华社发

7月 7日，波兰克拉科夫，第41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可可西里跻身
世界自然遗产。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的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的一部
分，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
第三极。这里究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灵性的土
地。藏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
在此肆意奔跑。这背后，是一代代可
可西里人前赴后继，克服常人想象不
到的困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保护和
守望着这片净土，谱写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英雄赞歌。

生态热土——从惨遭破坏
到生机盎然，可可西里巨变见证
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与行动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出了
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可可西里以230
多种野生动物和202种野生植物的伟
大珍藏，成为世界上令人叹为观止的
生物基因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人员涌入
可可西里，这里面临着千百年来最严重
的危机。藏羚羊，被人称之为高原精
灵。千百年来，藏羚羊与藏野驴、野牦
牛、藏原羚等生灵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它们是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暴利面前，针对藏羚羊的猎杀在
高原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着，藏羚羊的
数量从此前的20多万只锐减到不足2
万只。

1992年，可可西里所在的治多县
组建巡山队，开始严厉打击盗猎分子。

仅仅过了一年多，时任治多县委
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
太阳湖畔抓捕盗猎分子时中弹牺牲，
年仅40岁。不惜以生命换取生命，可
可西里人对高原的爱如此深切。

1996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
区挂牌成立。第二年，保护区升级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扛起了历史的重任。

管理局决定在青藏公路沿线设立
保护站，封锁盗猎分子出入。然而，组
织巡山队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则是
反盗猎最管用、但也是最原始的手段。

此后，国家不断加大对可可西里
保护力度，青藏公路沿线的不冻泉站、
索南达杰站、五道梁站、沱沱河站以及
位于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大产房”的
卓乃湖站 5个保护站逐步建立完善，

并明确了反盗猎盗采的巡山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棋局中，国家保护可可西
里的力度空前加大。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
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
态。他明确提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
而特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

“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
此前，2015年 12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可
可西里作为三江源的一部分被纳入更
好的保护。这种新的保护形式，将把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修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
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昔日满目疮痍的盗猎之地，如今成
高原物种基因库。可可西里现有哺乳动
物31种，鸟类60种，鱼类6种，爬行类1
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共24种。

精神厚土——从热爱到执
着，坚守的使命不断传递与延伸

秋培扎西是索南达杰的外甥。索
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秋培扎西的
父亲、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申请去

可可西里，接管巡山队的工作。
父亲原想让大儿子去可可西里工

作，小儿子秋培扎西留在母亲身边。
但受舅舅和父亲的影响，秋培扎西从
小就对可可西里充满向往。

大学毕业后，秋培扎西进入治多
县森林公安局工作。尽管这是一份令
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心里那个念头却
越来越强烈——追随父亲，去远离县
城的可可西里工作。

几次向领导申请后，2009年的一
个借调机会，秋培扎西终于来到父辈
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可可西里。

如今，他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哥
哥普措才仁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

从二十多年前的巡山队到现在保
护区管理局，两代可可西里人选择坚
守在这4.5万平方公里的净土。

保护任务异常艰巨。即便是现
在，管理局处于历史上最兵强马壮的
阶段，全局也只有80多名工作人员。

平时，工作人员分批倒班到保护
站上工作，一去就是十天或者半个
月。不上保护站时，他们也很难有机
会能在格尔木的管理局机关长住。

每个月一次的巡山任务、不定时
接到的专项巡山任务，都要从全局抽
调人员。六七个人组成一个巡山队，
一起开车进山巡护。

进山了，队员们就会拧成一股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了队友。

希望乐土——从自觉意识
到制度保障，可可西里的绿色发
展之路必将更加宽广，成为展示
美丽中国的一扇生动窗口

曲麻莱县多秀村村民青次扎西原本
是一位牧民，去年成为政府聘用的一名
生态管护员。每周一，他都要骑摩托车沿
着村里到可可西里的道路进行生态巡护，
早晨出发，晚上回来，往返近300公里。

如今，像青次扎西这样的生态管护
员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地区越来越多。

申遗成功后，可可西里获得新的
机遇，她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生态理
念和绿色形象。但申遗成功并不意味
着可可西里能安享其成。世界遗产地
每年都要接受动态考核，必须在机制、
科研、管理等方面达到极严格的世界标
准，始终完好保存自然风貌。今年，可
可西里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及大数据
分析系统进入筹建阶段，未来所有卫
星和野外调查数据将在这里汇总。

“我们正努力将可可西里打造成
展示美丽中国的窗口。”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从这个窗
口，人们将看到什么？是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美好的共同家园，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美前景，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据新华社西宁8月23日电)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
——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