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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40个年头。

40年砥砺奋进，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昭示未来。

40年风雨兼程，有一种力量劈波斩浪，把舵领航。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中“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

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河南不断推动思想再解放，今年以来打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组合拳”：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提出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全省深化机构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首

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以最大诚意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函”；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助推制造业开放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科学的思想理论是引领时代前进的旌旗和号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河南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中原大地乘着新一轮思想

解放的东风，谱写着新时代“更加出彩”的崭新篇章。

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王大庆 夏远望 薛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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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
先进思想的引领和驱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邓
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
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总开关”作用：“解放思想是前
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

解放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征程。
1978年 5月 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

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78年 12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改革
开放的重大决策；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
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入新阶段……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40年来，每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发展飞跃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我

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不断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
一次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指导力不断增强，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保证。

观念革命，是解放思想留给改革开放、留给当代中国最丰厚的馈赠。
从“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清醒认识，到“改革不停顿、开放

不止步”的铮铮誓言；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石破天惊，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脚踏实地；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意识……40年来，一次次观念变
革，一次次实践探索交融激荡，塑造着中国人全新的价值理念，映照着时
代进步的历史轨迹。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解放了的思想，如浩荡的东风，
掠过奔腾的黄河、巍峨的嵩山、广袤的平原，中原沃土天高地阔、气象为之
一新……

1978年，安徽小岗村村民按下18枚鲜红手印“分田到户”的时候，河
南沈丘县沙河南岸的张营、崔营、东李营三个村庄，也开始了包产到户；

1990年 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掀起“股票热”的时候，新中国
第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粮食批发市场，已经在郑州嵩山路华中宾馆
内运营了两个月，这也成为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前身；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国务院在批复《中原经济区规
划》时，明确在郑州建设国内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临空经济掀起

“第五冲击波”……
40年来，在党中央指引下，河南历届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科学决策，走上了一条崛起振兴富民强省的中原“出彩之路”：
工农协调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上世纪 80年代“跳出农业抓农业，

围绕农业上工业”，上世纪90年代“以农兴工、以工促农、农工互动、协调
发展”，后来确立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从“中原粮仓”到“国人
厨房”再到“世界餐桌”……

崛起振兴的夙愿在持续升华——1990年省五次党代会提出“团结奋
进、振兴河南”，2003年省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奋力实现中原崛起”，
2006年省八次党代会提出“加快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加快文化资
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在逐步明晰——省九次党代会提出走好“两不三
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省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大
高地”实现“三大提升”目标，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思想的闪电”激活的是“人”这个关键因素，破除的是陈旧过时的生
产关系，解放的是被抑制已久的社会生产力。

曾几何时，豫西伏牛山深处的乡镇干部声称“饿死也不做生意”。后
来，“亚细亚商战”将商品经济的观念深植人心，“工农业二十面红旗”见证
了市场经济的勃兴，“十八罗汉闹中原”探索县域经济发展之路，“郑州价
格”成了全球小麦和棉花价格的重要指标……河南人从计划经济体制中
走出，到商品经济大潮中冲浪，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学会了游泳。

曾几何时，不靠海不沿边的河南，故步自封、保守落后。后来，“开放
带动”“东引西进”“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陆上、
空中、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并举，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河南人
从内陆封闭意识中走出，大踏步走向世界，挺身开放前沿。

曾几何时，河南拘囿于“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意识。后来，郑东新区的
规划建设刷新了城市理念，郑汴一体化打破了城市界线，中原经济区突破
了省域限制，中原城市群让城市抱团发展……河南人从传统农区观念中
走出，加速向城市社会转型，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阔步向前。

40年沧桑巨变，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河南扭住发展不放松，改革开放不停步，一张蓝图绘到底，从传统农
业大省到重要的新兴工业大省、有影响的文化大省、加速崛起的经济大
省、内陆开放大省，经济总量多年稳居全国第五，决胜全面小康中原更加
出彩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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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演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奇
迹；“春天的嘱托”，揭开了中原更加出彩的时代篇
章。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再出发，呼唤解放思
想再出发。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2014年春
天，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是最宝贵的思想财富、最强大的力量
源泉，是引领河南思想再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着力做好农业
农村农民‘三农’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
建设德才兼备和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希望河南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
及竞争力，着力打好‘四张牌’。”习近平总书记思想
深邃，高瞻远瞩，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了根
本遵循，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重要指导。

“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
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买全
球卖全球”。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为河南构建
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体路
径。

伟大的思想，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
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激发出磅礴的精神动力。

牢记“春天的嘱托”，4年多来，河南谋篇布局，
发展思路不断延展。今年 6月，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暨省委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
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再认识再深化，进一步
明确了走好中原“出彩之路”的发展思路和重要举
措。接着，省委主要领导率团出访卢森堡、德国、俄
罗斯，拉高标杆找差距，转变观念谋开放。

风生水起逐浪高，思想解放天地宽。
从那个春天出发，4年多来，河南改革开放高歌

猛进，经济总量跨越4万亿台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首次过半，二、三产业比重超 90%，年均 110多万农
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众多国家战略叠加，发展潜
力和空间令人刮目。

主动作为的意识更强了——及时捕捉自贸区
的政策机遇，北上京城，东进上海，13个专项研究小
组满负荷运转，河南自贸试验区从期盼成为现实；
抢抓国家构建“十百千万”城镇体系的机遇，充分展
示自己的优势亮点，郑州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入围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抓住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坚
持龙头带动、集群引进，催生“雁阵效应”……不等
不靠、积极争取，把机遇牢牢抓在手中。

敢为人先的气魄更足了——中欧班列（郑州）
率先成为中欧物流大通道上高频次往返满载、均衡
对开的中欧班列；许昌开建全国首个“5G 泛在小
镇”；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盾构产品创造了多个“世
界第一”；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苹果期货
合约，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先行先试、
敢闯敢干，挺立改革开放潮头。

海纳百川的胸怀更宽了——开放的大门如何
越开越大？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吸引世界目
光，“四路并举”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内陆新兴经
济体如何直接对接发达经济体？河南航投收购卢
森堡货航35%的股权，郑州—卢森堡“双枢纽”协同
效应“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怎么补齐高质量
发展的人才短板？面向全球“招才引智”，以“产业
链”打造“人才链”，“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
在、但求所为”……放开视野、兼容并蓄，不断开拓
发展新空间。

企业家热议自由贸易港，各级干部争算“绿色
账”，“最多跑一次”成了群众口头禅，“企业办好围
墙内的事，政府办好围墙外的事”成为营商环境的
标尺，全省各地远学徐州、近学许昌，跳出河南看河
南，跳出河南发展河南……市场意识、法治意识、环
保意识、效率意识、合作意识、文明意识日益深入人
心，新时代河南人“潮”味越来越足。

当理念化作实践，梦想照进现实，一个个“出
彩”浓缩成新时代的“精彩”：一分钟，956公斤货物
通过郑州机场外运；一分钟，完成跨境E贸易30000
单通关；一分钟，新增 3个城镇就业岗位……前不
久，一则短视频《河南一分钟》“刷屏”朋友圈，成为
河南改革开放成就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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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风云、实践发展多么波澜壮阔，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就多么博大
精深。

党的十九大以来，从江苏到海南，从山东到东北，从广东到上海，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都是不变的
主题。总书记强调：“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决破除条条框框、思维定式的束缚，
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在改革开放迎来 4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
口，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作为“中国缩影”的
河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呼唤思想再解放——

形势倒逼视野更开阔——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模式、新业态快速成长；环
视国内，山东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安徽创新能力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
方阵，江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洼地”苏北异军突起……区域、产业、行业
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前有
标兵、后有追兵，河南要争先晋位、比学赶超，离不开思想解放的强大引擎。

挑战需要机制大变革——进入新时代，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
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从

“高速度”转向“高质量”，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思想不解放，就很难
冲破陈旧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无法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体制机制。加之我省传统产业占比偏高，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偏
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质量差异较大，创新能力不足，更需要思想解放
的“加速度”。

使命呼唤时代新作为——新时代的中原人民，期盼生活品质越来越
高，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河南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0%，人均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54%，“三大攻坚战”重担在肩，城
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河南娃难上好大学，大医院走廊加满床位……思想
不解放，我们就很难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继续保持“三个同步”“三
个高于”，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原更加出彩”呼唤思想上的精彩，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
过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当下的保守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起
点上实现新突破，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
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
的光辉，是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解放
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科学指南。

让思想解放的明灯越擦越亮，就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新时代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就是要真信、真学、真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解放思想保持正确
方向、取得实际成效。

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两个维护”，坚定跟
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要把认识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上来，统
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上来，凝聚起一亿河南人民的力量，坚持“四个着力”、
打好“四张牌”，落实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合”，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奋力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

让思想解放的步伐越迈越大，就要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

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既要大
胆探索，又要立足现实；既要突破旧框框，又要跳出新羁绊。

今天的时代，是全方位变革的时代，今天的河南，是加速蝶变的河南，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市场空间、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日益
凸显，巨大的发展潜能正在一步步释放出来。以变应变，奋楫者先。新时
代推动思想大解放，就要从时代特点和省情实际出发，在彰显特色中壮大
自己，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把准方向，扬长补短，
勇闯新路，形成核心竞争力，抢占发展制高点。

让思想解放的根基越扎越深，就要在直面问题中勇于担当。
“一马当先”才能“万马奔腾”。领导干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解放思想，领导干部就不能嘴上言必称“改革”，脑袋里却依然停留在“过去
式”，就不能躺在熟悉的“舒适区”里裹足不前、“为官不为”，消解改革价值。

今天的解放思想既呼唤“头脑风暴”，更要面对现实的利益博弈。我们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决战决胜尤需担难担险，
没有高素质、好把式、真功夫，是干不出漂亮活的。领导干部必须在解放思
想中自我革命，永葆锐意创新的勇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补齐能力不足的

“短板”；比一比谁对上级精神吃得更透、把握得更准，比一比谁的增长点
多，比一比谁的综合抓手多，比一比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和水平，比一比克
难攻坚的战斗力，在“五比五不比”中狠抓落实；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撸起袖子加油干。

……
人因思想而伟大，国因思想而强盛。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

而是继续前行的起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必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得以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
目标必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得以实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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