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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开创新
局面，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就是 5场
理论武装、思想锤炼和党性锻炼。如
今，广大党员、干部从理想信念中获得
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
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
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
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

我们坚信，“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提高政治能力——
“ 旗 帜 鲜 明 讲 政

治 、保 证 党 的 团 结 和
集 中 统 一 是 党 的 生
命 ，也 是 我 们 党 能 成
为 百 年 大 党 、创 造 世
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讲
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
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
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只
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
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
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
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

纵观 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政治
建设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每一次都
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又进
一步夯实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
明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上率下，率先垂范，持续向全党全社会
传递信心和力量；

在关键节点和环节，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持
续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全党上下闻令而动，发挥组织严密
优势，激发强大组织力、动员力、行动
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周密部署、广泛
发动、层层深入，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习近平总书记

总结历史、观照现实，以一堂堂生动而
深刻的“党史教学课”，为全党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提供根本遵循：

——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在福建阐释“学史明理”，从党
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
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在广西强调“学史增信”，增强
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
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
大精神力量；

——在青海解读“学史崇德”，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
尚的道德品质；

——在西藏号召“学史力行”，把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心谋划、亲自推
动下，党史学习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政
治方向、准确的行动方向、明确的实践
导向在全党深入推进。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
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党要管党，首
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2014年 5月 9日，河南兰考县委常

委班子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出席指导。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
总书记选择兰考作为自己的联系点。

那场民主生活会，红脸出汗、辣味
十足，让在场的人至今刻骨铭心。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
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全党大胆使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坚持实
事求是，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讲党性不
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

此后历次集中学习教育中，各级党
组织都要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弘扬了优良传统，开出了党内
政治生活新气象。

认真开好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固定一
天过“主题党日”，重温入党誓词，过“政
治生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
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不断增强，党内组织生活的“炉火”旺起
来，党员党性锤炼的“熔炉”热起来。

“当时脸上火辣辣，事后心里热乎
乎”，党员、干部接受到严格的党内政治
生活锻炼，醒了脑、提了神、补了课、充
了电，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得到强化。

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内集中学习教育
中不断强化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
练，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意识普遍增强，对

“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自
觉地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确保贯
彻落实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确立了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
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才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坚决维护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
心骨，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确
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
要的政治成果，体现了我们党深邃的历
史智慧、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历史
自信，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

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持续发力，并与
常态化教育有效衔接，有力促进了全党
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
的一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

今天，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
织的复杂形势，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
48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牢记使命任务，步调一致向前进。

推进自我革命——
“要把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
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
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团结

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伟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
当和历史自觉。

进入新时代，从“打铁还需自身
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有着高度的历史自觉，认识不断深
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同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
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
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
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
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
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
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
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
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
集中学习教育，无不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
“四风”问题，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理
想信念动摇、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等突出问题，对照要求列问题清
单，深刻查摆逐一修正；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瞄准部分党
员理论不强、党性不强、身份淡化等问
题，突出学习重点，做“四讲四有”合格
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针对党长期执政形势下部分党员初心
迷失、使命感弱化等问题，开展 8个方
面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全党在开
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
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
一以贯之，一刻不停，一往无前。
每一次都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不变主题，每一次都有刀刃向
内、刮骨疗毒的部署要求，每一次都是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自觉行动。

认识更清醒——
“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
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
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
听。”

态度更坚决——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

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坚
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
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
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
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
险。”

力度更大——
“不要试点，我们先干。我们就是

试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
先从中央政治局开始。政治局委员每
人至少学习三天，对照检查、交流谈心、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
风建设的措施及制度规定，每个环节一
步不落。

举措更实——
重拳整治“舌尖上的腐败”“车轮

上的腐败”，利剑直指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问题，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都
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真刀真枪整改问
题。群众感慨，“没想到中央决心这么
大、出台的措施这么给力，没想到一些

‘老大难’问题解决得这么快、变化这

么立竿见影。”
…………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思

想上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
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
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
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去杂质、除
病毒、防污染，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显著提高。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上指出：“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最
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
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
不懈、保持长效。”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持续保持党的肌体
健康和生机活力，我们党“当下改”与

“长久立”双管齐下。
一方面，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

向发力，用制度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
果。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再到《党政机关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中央先后
出台一系列制度，针对学习教育中发
现的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标出

“红线”、划出“雷区”，坚决做到令出必
行、令行禁止。

另一方面，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将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
用制度机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坚持下
去，争取形成一整套纯洁思想、纯洁组
织、改进作风的制度机制体系，推动党
内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始，人们
发现，过去集中学习教育常用的“活动”
二字隐去了。党中央指出“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要将其融入经
常性学习教育之中，让“严实”成为终身
习惯。

随后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中，党中央专门召开了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提
出要把“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课”基
本内容固定下来，使其成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中办专门出台
《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的意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中办出台《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要求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
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

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办印发《关于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
见》，强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
一项长期重要任务，并提出“着眼坚定
历史自信，坚持不懈把党史作为必修
课、常修课”等6条要求。

有党史专家这样评价我们党在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从转变作风
入手、通过反腐败发力，靠信仰塑魂、以
制度保障，从小到大、从外到内，标本兼
治、固本培元。

步步深入的举措，既反映出管党治
党的深层逻辑，也彰显了自我革命的坚
决彻底。

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
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

“组合拳”，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
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
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
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
根本扭转，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
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感到，思想政
治水平提高了，党内政治生态净化了，
干事创业精气神提振了，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服务群众了；

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干部作风更实
了，办事效率更高了，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了。

一个历经百年苦难与辉煌的伟大
政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
凝聚起引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永葆初心使命——
“要始终牢记，我

们的航船行驶在人民
群 众 的 汪 洋 大 海 上 ，
水 可 载 舟 亦 可 覆 舟 ，
永远不要失去民心”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开宗
明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
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
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
肃考察。总书记访脱贫、问民生、看黄
河、察生态，在听取甘肃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正在开展的主
题教育，就是要检视我们党到底是不
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要始终牢记，我
们的航船行驶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失去
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以身示范、率先垂
范，为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
大动力。广大党员干部静心学习、深
入调研、深刻启迪、扎实整改、总结升
华，普遍反映达到了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目标。

按照中央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着力抓好8个方面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中央 15家成员单位在主
题教育中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
行集中整治。“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是否
解决、食品药品安不安全、环境污染有
无改善、交通出行方不方便……一批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
有效解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
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
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
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习近平总书记一言以蔽之：“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
学习教育，本质上都是重温初心、感悟
初心、践行初心的过程。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焦
裕禄“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抱负
引发共鸣，“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
反省触及灵魂，“想发财别做官”的告诫
振聋发聩，“公款姓公、公权为民”的逻
辑深入人心……

反“四风”，改作风，树新风，广大党
员干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群众路线是
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
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
家宝。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明确要求：“‘三严三实’是我
们天天要面对的要求，大家要时时铭
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随时准备坚持
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
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
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
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
改。”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学、细照、

笃行，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行了又一
次集中“补钙”和“加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广大党
员、干部对照党章党规严明规矩、树立
规范、明确标准，切实把合格的标尺立
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
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

党史学习教育中，广大党员、干部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百
年党史中启迪智慧、凝聚力量，不断深
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以实际行动
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
新时代。

…………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

2014 年 3 月，在河南兰考同基层
干部群众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发人深
省地提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敌
人作斗争，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
和支持，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一刻也
离不开老百姓？”

经历了一次次思想再动员、初心
再觉醒、使命再升华，广大党员干部用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作出了
回答——

数以百万计的扶贫干部尽锐出战，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带领群众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只要
我还干得动，我都永远为村里的老百姓
做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带领群众拔
穷根我义不容辞”……时代强音回响在
广袤原野；

数以千万计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不计其数的基层党组织化身战斗堡垒，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构筑起疫情
防控的坚固防线，“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铿锵承诺响彻神州大
地；

“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清洁取
暖、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老旧小区改
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全党上下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同人民群众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
苦，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

…………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历史

从不偏爱哪一个政党，谁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我不认识他们，也叫不出他们的
名字，但我认识他们胸前的徽章。”

“只要有党员在行动，党旗在飘扬，
我们就心中不慌。”

“为什么老百姓衷心拥护党？因为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朴实而真
诚，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戴和信
赖。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新的赶考之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
造精神，正团结带领人民信心百倍书写
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只要
我们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
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我们的事
业就一定会越来越壮大，我们的道路就
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人民日报记者 温红彦 杜尚泽
廖文根 刘维涛 张炜 张洋 李林宝 李
翔 宋静思）

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引领前进方向
（上接第一版）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中国黄土

高原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切身体会到
了百姓的稼穑之难和衣食之苦，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故地，看到乡
亲们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故地梁家河的变化，也是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中国沧桑巨变的缩影。

“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
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习近平主
席的深切感触与阐述，引发与会各国领
导人强烈共鸣。

放眼今日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吞噬
着全球多年发展成果，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南北鸿沟
继续拉大，将近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
临疫情、粮食、能源、债务危机问题……

引导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议题，
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
2021年 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为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
案；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到一年

时间，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50多个国家加
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在此次全球发
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
们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信心，起
而行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推动
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
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
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共同构建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一个个富有远见的
主张，为推动全球发展擘画广阔前景；

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的投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
《全球发展报告》、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
络……一项项务实有效的举措，为推动
全球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
队”，从习近平主席温暖的话语中，人们深
切感受着一位世界级领袖的天下情怀。

埃及总统塞西在发言中称习近平
主席为“兄长”。他高度赞赏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感谢金砖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政治和经济
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致立场；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代表非盟发言，
他告诉习近平主席这位“亲爱的朋友”
和与会各国领导人，非洲国家期待一个
更加包容、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由衷
赞赏金砖国家所展现的开放精神；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对中国在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实现减贫目标表示
祝贺。他说，发展中国家正面临诸多共
同挑战，对话会为各国提供了机遇，清
楚地表达了大家对发展的关切；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说，“一
带一路”倡议为各方开展合作提供了很
好平台，他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发展倡议；

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于出访欧
洲期间专门安排时间参加对话会。他
说，大国发挥更大作用，能够帮助小岛
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致力破解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保

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习近平
主席身体力行，一以贯之。

2015 年 9 月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宣示“中国在联合国的
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2016年 9
月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推动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
架核心位置；2021年 10月以视频方式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
会，指出“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将造福有关国家人民，也事关整个人类
和地球的前途和命运”……

行程万里，初心不忘。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
天下之利为利，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时
代，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这样阐
述主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的要义。

对话会发布一份包含 32 项举措
的成果清单，覆盖减贫、粮食安全、抗
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
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
联互通等全球发展倡议的八大重点合
作领域。

面积占全球 26%、人口占 42%、经
济总量占 25%……金砖国家代表着发
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势。引
领金砖国家拥抱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展现了应有的担当。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
静，时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
涌向前”

6月 22日，雨后的北京迎来一个凉

爽的夏夜。
当晚，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在钓鱼台

国宾馆芳华苑举行。习近平主席以视
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拉马福萨总统、博索纳罗总统、普京总
统、莫迪总理也出席开幕式。

同各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是习近平
主席“金砖时间”的一个惯例。多年来，
面向各国企业家等各界人士，习近平主
席不仅谈金砖合作本身，也谈世界、谈
中国……同大家分享他对一些重大问
题的看法。

习近平主席聚焦“时代之问”，提出
全人类正在面临的紧迫时代课题——

“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
还是对抗？”

这 是 他 的 深 邃 思 考 与 明 确 答
案——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
涛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尽管国际形
势风云变幻，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
会变，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
会变。”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