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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点

70年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取
得辉煌发展成就，迎来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展望未
来，我们将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在强起来的征程上阔步前行，最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解决发展不足问题，中华民
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
大飞跃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实现
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
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
在成立之初需要解决的最重大
问题，是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
进社会制度。为此，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
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在探
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
折，但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
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而且迅速
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
“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
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
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
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
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结
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
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
此，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
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
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
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
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我国经济从 1984年
到 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
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
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

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中，我们党加深了对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
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
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
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
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
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向 21世纪。到 20世纪末，
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
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
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

进入 21世纪，经过改革开
放 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但发
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
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
题。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根
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
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
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让我们解决了发
展不足的问题，让中国迅速赶上
了世界发展潮流。我国经济总量
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开放之
初的第十一位大跨步前进至第
二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
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
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
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
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
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总结实践经
验、展望未来发展，深刻回答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
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

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
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
列，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突出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主要表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
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
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
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
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
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
较大；等等。与此同时，经过改革
开放 40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因此，党的十九大从
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
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为制
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
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着
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
化改革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
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我国
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
又井然有序；提出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并实
施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
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
的需要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
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
明前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持续解决发展起来后的问
题，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能否不断解决问题、实现发
展，攸关国家兴亡、事业成败。面
向未来，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
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
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正
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
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
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毫不动
摇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能不断
开辟发展新天地。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
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我国有 9
亿劳动力、1.7 亿接受过高等教
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具有
巨大发展潜力；有近 14 亿人口
和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具有巨大市场空间；研发投
入排名全球第二，具有强劲的发
展活力；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和充足的政策工具，经济发展在
高基数上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只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能迈上新的
发展台阶。

全体中国人民凝聚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是推

动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全体中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为发展

提供了不竭的磅礴力量。世界上
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发展就
要靠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全国
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就能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
迹。
（来源：《人民日报》执笔：韩震）

《亢仓子·训道篇》有云：“贤者见

之宽恕而不言，小人暴爱而溢言，亲戚
怜嫉而贰言。人有偏蔽，恶乎不自知
哉？是故君子检身常若有过。”意思
是，对于人的缺点，贤者会因为宽容
而不说，小人会为寻求偏爱而多有吹
捧，亲戚会因为怜悯呵护而不说。人
的缺点只有靠自知，要时时检视自身
不足。
“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则

心日恣肆。”对于个人来说，只有通过
自省，才能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评
价，并通过杨长避短，不断完善自我。
而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更要培养自省
的能力。只有经常对镜自省，红脸出
汗，守规矩、明底线、知敬畏。

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受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
侵蚀，往往只关注官职大小，而忽视了
自身修养的提升。他们有的急功近利，
缺乏长远目光和毅力恒心，进取意识
淡化，甘于做“敲钟和尚”；有的欲望太
强，在各种诱惑面前迷失心智，以至于
以权谋私，损公肥己。这些问题的产
生，都是由于缺乏自省的能力，对于内
心的“污垢”没有及时清理。唯有“勤
拂拭”，才能不让自身“惹尘埃”。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是对党员
干部“反省自己”“把握自己”的劝诫。
一些党员干部正是因为没有做到经常
审视自己，才出现了信念动摇、作风腐
化等“精神缺钙”，最终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的廉洁自律意
识，以敬畏之心对“权”，以淡泊之心对
“位”，以律己之心对“利”。要树立正
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时刻严以律己，

不义之财一点一滴都不贪取，不良习
性一丝一毫都不沾染，让廉洁从政成
为行动自觉。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

后能得。”党员干部除了做足自省的
“功课”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提升
自己。这就需要在自身岗位上忠诚履
职、尽心尽责，实现自己为官的价
值。要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以
“无功即是过”的进取精神来鞭策自
己，以过硬的作风创造出经得起检验
的实绩。以“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
松劲退千寻”的坚韧，咬住发展不放
松。只有心装百姓之苦，常修为政之
德，才能真正做到无愧于百姓、无愧
于国家。

（来源：人民网 作者：马烨）

据《晋书·山涛传》记载，有个叫
袁毅的人送给礼部尚书山涛一百斤
丝，山涛命家人将丝悬挂于梁上而不
用。后来，袁毅贪赃的事情败露，凡是
受过他贿赂的都要被追究，朝廷派人
到山涛府上查探，只见那百斤丝仍悬
挂在梁上，“积年尘埃，印封如初”，众
人不禁钦佩山涛为官清廉。

后来“悬丝尚书”的故事被传为
佳话，成就了山涛清正廉洁的美名。
这则故事告诫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敢于知“止”，切不可因贪图
“蝇头小利”而陷入腐败的泥潭，在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守住廉洁自律的底
线。就领导干部来说，贵在把“止”时
刻记挂在心间，切实止住贪欲的心、
止住任性的手，在悬崖面前能够止住
不听使唤的脚步，勒住脱手的“缰
绳”；要从一点一滴的养成做起，一如
既往地保持那份纯粹与干净，在“止”
中不断坚定为官定力，把住为官底
线。

揆诸现实，一些领导干部“止”的
意识树得不牢，在为官的道路上随波
逐流，不能稳稳地止住歪风邪气的侵
蚀。有的攀比心理作祟，看见别人“占

便宜”，自己内心便蠢蠢欲动，在“和尚
摸得，我摸不得？”的腐败逻辑驱使下，
把别人的腐败当成自己腐败的理由；
有的侥幸心理作祟，总认为今天少拿
点、明天多占点，别人发现不了，殊不

知“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一旦我们不
能坚定地止住内心的贪欲，任由其野
蛮生长，则终究会一步步走向腐败的
深渊，其中的意味颇值得深思。

应该是，一时之间做到知止则止
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都能够知
止，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

于五色之惑。”在各种诱惑面前始终
立场坚定，敢于向不良风气果断说
不；在各种外力约束的环境中，暂时
止住贪的欲望、占的冲动并不难，难
就难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始终
保持“止”的自觉，做到慎独慎微。党
员干部只有真正把“止”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则为官之路便会行稳致远，
如果贪欲过重，任由其发展下去而不
知止，最终只会让自己走到人民群众
的对立面。

要锤炼“止”的为官定力。领导干
部要不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提升人
品官德修养，自觉从思想灵魂深处努
力塑造自己，在从政实践中锤炼勇于
“止”的品格，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
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恪守正
道，弘扬正气；要做到在诱惑面前能
定得住心神、稳得住阵脚、挺得起脊
梁，不为利益所动、不为美色所诱、不
为权力所惑，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慎
独、慎微、慎初的为官定力，保持自

律、自警、自省的为官自觉，坚持知行
合一，把“止”升华为为官操守。

要守住“止”的边界，把握“止”的
尺度，搞清楚什么时候当止，什么时

候当行，自觉给心中立起一条“戒
尺”，划出一道“红线”，既“不越雷池
半步”，也不要因为怕出事而畏手畏
脚、不敢干事，而是要迈出坚实的步
伐，在知止中干事成事。要从一点一
滴中完善自己，着力锤炼高尚的人格
品性，做到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
杜渐；要大度地摒弃私心私欲，不越
轨、不逾矩，始终保持一颗公仆心干
事创业，唯有如此，为官之路方可越
走越敞亮、越走越坦荡。

（来源：人民网 作者：陈书）

锤炼“止”的为官定力

党员干部要常“检身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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