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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谭畅)为确保党领导意识形态
的主动权，增强党的宣传工作在
基层群众中的公信力，湖南省常
德市结合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探索
建立党的报告员制度，组织各级
党的报告员深入基层、直面群众
开展政策理论宣讲，努力打通政
策理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6月 16 日，常德市规划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诸扬欢带领党的报
告员微宣讲小分队来到桃源县龙
潭镇梨树垭村。在村部，小分队结
合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专题教
育，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向 40 多名村民开展宣讲。宣
讲内容翔实、阐述系统，其中关于
脱贫攻坚的内容让村民直言“增强
了信心和决心”。

这是常德市近 4000 名党的
报告员进基层宣讲的一个缩影。
这些报告员每年至少参加四次重
大主题集中宣讲，每名报告员联
系一个机关单位、一个乡镇(街
道)和一个社区(村居)，每年到联
系单位开展一次以上党的报告员
工作。

常德市委书记王群表示，传
统的政策理论宣讲，主要是由少
数理论工作者承担。由于力量有
限，很难实现政策理论服务群众
的全覆盖。常德建立党的报告员
制度，能凝聚更多党员干部的智
慧和力量，进一步扩大宣传动员
工作覆盖面。

据介绍，为实现报告员队伍
领导带头、专群结合、无缝覆盖，
常德已分别建立市直单位党的报
告员队伍、市委特聘报告员队伍、
基层党的报告员队伍，总人数达
3980 人。

“基层群众在哪里，党的声音
就要传播到哪里。”王群介绍，常
德党的报告员宣讲对象涵盖全市
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和村
组，并注重向年龄偏大的人群延
伸，向学历偏低的人群延伸，向外
出务工的人群延伸。

常德各级党的报告员突出宣
讲党的理论、国家政策和身边典
型。全面放开二孩、医保政策、棚
改、教育公平等与老百姓切身利
益相关的问题是宣讲“高频词”。

“党的报告员直面群众宣讲，
内容丰富、讲解透彻，基层群众太
需要了。”临澧县修梅镇党委书记
游建忠认为，党的报告员也能帮

助基层干部更好的学习、理解、跟进和落实上级的大政方针，在工
作中更有针对性。

常德市委要求各级报告员，既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递
下去，充分释疑解惑，起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又把群众的
诉求反映上来，充分吸收群众的智慧和意见，使党委政府能够根据
群众的需求，及时调整决策部署，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据统计，常德各级党的报告员已开展宣讲 3000 多场次，直接
受众达 40 多万人次。此外，各级党的报告员下基层结对帮扶 7000
余户，争取各类帮扶资金 1 .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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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为了建立人民当家
做主的新中国，为了全民奔小康……中国共产党 95 年来的历
史，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
前进的历史。

2016 年仲夏，东北的黑土地早早披上了庄稼的绿装。勤劳
的农民耕作不息，又一年的好收成即将来临。

“免了‘皇粮国税’，家里再没拉过亏空，里外里增收。”吉林省
前郭县达里巴乡四家子村 59 岁的农民谭业君翻开账本，划拉着
家里 2000 年以来的每笔收支。

70 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千
百万翻身农民彻底告别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70 年
后，土地上的耕耘者换了一代又一代，“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始
终泽润人心。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共同创造、收获田野上的希望。

常有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不解：中国共产党有
什么能力，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拧成了一股绳？又是什么魅力，
赢得人民的拥戴？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欧阳淞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两大
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富裕。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作出正确解答，就
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哪条道路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完成
这两大历史任务，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哪种政治力量
能够带领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就会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
进方向的领导力量。

就是这样一种为人民奋斗的高尚情怀，感召着亿万人民跟
定共产党：抗战烽烟四起，冼星海、丁玲、艾青、萧军、张仃、高士
其、贺敬之、彦涵……一批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

就是这样一种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远大理想，感召着无数有
识之士选择共产党：胜利曙光初现，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童
第周、苏步青、冯友兰、梁思成等大多数“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站
在了共产党一边。

就是这样一种代表着和平进步的政治主张，感召着大批国
民党爱国将领认同共产党：人心向背、天下归心，程潜、张治中、
傅作义、邓宝珊、李明灏、刘斐、陈明仁等秉持民族大义、毅然弃
暗投明。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政党，能够始终不渝地将“人民”融入自
己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一切以人民利益
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如果一个政党一切为人民着
想、始终为人民奋斗，怎能不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国家博物馆长年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每天吸引着数以千
计的中外游客。

在解放战争陈列区，一架独轮小推车引人驻足。当年，农家
妇女、支前模范董力生就是推着这辆车，穿越枪林弹雨，在淮海
前线为解放军送去小米和白面。

统计显示，淮海战役动员民工 225万人、大小车辆 40多万辆。
这 40多万辆车首尾相接，按两路纵队，能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胜利就是靠解放区的亿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他们分
到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知道共产党是在为自己打江
山！”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黄黎说。

在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群众当中，传唱着一首民谣：

“共产党员邓迎香，巾帼英雄响当当……昔日愚公是传说，今
日愚公在身旁……”

为了能让世世代代被大山阻隔的村子通上路、用上电，邓
迎香带领村民点蜡烛、抡铁锤，硬是用 12 年时间凿通了一条
216 米的人工隧道。
有了这条致富路，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9 年的 1500元，

提升到 2015 年的 8120元。
“做人实在，为老百姓办实事，我们心中的党员就是这个

样。”说起像自家闺女一样的邓迎香，80 多岁的村民杨政芳赞
不绝口。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 95 年永不褪色的赤子情
怀！

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固根
基！

历史不会忘记：在高寒缺氧、冻土坚硬的青藏高原上，有
10 万筑路大军历时 4 年的艰苦奋战；三峡工程建设史上，有
百万移民挥别故土、重新创业的感人故事；神州大地快速发展
的城市化浪潮中，有两亿多农民工的辛勤劳作……

共产党人永远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生死相依的血脉联系，才会有焦裕禄、
孔繁森、杨善洲等好干部不断涌现；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天下归
心的动人逻辑，才会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奇迹延续！

纵观古今，无数政治力量的兴衰沉浮启示后人：人心向
背，决定存亡；人民的选择，就是历史的必然。

延安枣园礼堂里高高悬挂的“为群众服务”，曾激励着当年
筚路蓝缕的共产党人；今天，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为人
民服务”五个大字仍时刻提醒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只有中国共产
党，自始至终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异常残酷的斗争中和
曲折艰难的环境下，始终成为领航中国的中流砥柱。

与时俱进

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奋力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筑就民族复兴的美
好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
个目标。”

百年梦想，曾经如此遥远；伟大复兴，今朝如此切近！
世界在注视：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后，中国共产党又会

有怎样的新思路、新部署？
人民在期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这 5 年，党中央

会有怎样的新理念、新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

国理政的新实践中，形成了以中国梦为目标、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关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两年间，已在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550 万册。

“这部书对南非、非洲和世界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
该学习习近平在书中阐述的建立一个符合自己社会结构特点
的发展战略。”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学者埃普丽尔说。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不离根。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

的思想武器”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革命 28 年间，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农村包围城
市”，从推翻“三座大山”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
党人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开创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正确道
路，创立了人民共和国。

执政 67 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中，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的广阔天地，走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道路。

“我们党从不简单拿来，也不轻易摒弃，而是在我们自己
的土地上找到了真正适合的道路，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陶文昭说。

当前，爬坡过坎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中出现的新问
题”：在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节点，能否因势而谋、
因势而动、因势而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
求，能否如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确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国
际风云激荡，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如何赢得主动……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
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化
解它们、战胜它们的本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说。

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事业
发展的根本保障———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98 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自由主义

理念战胜共产主义理念之后再也没有理念对手，于是，“历史”
终结了。

2015 年底，当福山来到中国这个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国
度，他认真思索：“检验一个政治制度的质量，一二十年时间内
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几十年几代人时间。”

百年以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多少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中国共产党从走上历史舞台到建立政权，从执政中国到领航
复兴，绝不是偶然，而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曾有外国政要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每五年就会有一

个发展规划；更没有哪个政党，可以持续接力，直到目标达成。
知史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强党兴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
我们这样，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强
则国强、党兴则国兴。”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
关键所在———

“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
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十八届党中央以“八项规
定”为切入口全面从严治党。

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正能量日益显现。

“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软
实力”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这个政党本
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体现为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
能力。

有专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正书写着新时期治国理政的“系列篇”：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绘下蓝图，接下来的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题呼之欲出、顺理成章。

勇于改革、锐意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制
胜法宝———

1987 年，年满 43 岁的任正非和 5个同伴集资 2 . 1 万元
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
“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 年后，这间默默无闻的小作坊走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
导者：2015 年营业收入 3950 亿元，净利润 369 亿元。

“如果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今天的华为。”任正非说。
就在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出

号召：“让我们扬起 13 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风帆，
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
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无独有偶，“创新”一词 71 次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
议中，中国共产党正在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
钥匙”，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
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卓越超凡的政治智慧。

95 年前，谁能意识到，在上海石库门一间客堂里召开的
秘密会议，开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

60 多年前，谁能预见到，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

30 多年前，谁又能想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铸
就了一艘驶向现代化的中国号巨轮。

时光如水，不舍昼夜；复兴伟业，只争朝夕。
95 年，对于一个人，也许很漫长；对于一个国家，弹指一

挥间；对于一个政党，恰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世纪之问的答案清晰写在中国

共产党人的答卷上：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强同志
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罗志军同志不再担任江苏省委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骆惠宁

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儒林同志不再担任山
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李强任江苏省委书记 骆惠宁任山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记者周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周年优秀影视剧展映展播活动目前正火热展开，一大批
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影视作品形成荧屏银幕亮点，给人
们带来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

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精心遴选一大批生动塑
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深刻展现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全面展示改革开放、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祖国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热情讴歌
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的优秀电影、电视剧，
在全国城市各主要电影院线及广大农村地区、中央电视台及
省级卫星台，开展展映展播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荧屏收视创新高：

让正能量在青年人中传递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重点电视剧《彭德怀元
帅》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首播。“《彭德怀元帅》
打破了我们心中对领袖们的刻板印象，让我们心目中的彭
老总就不仅是历史教材中那个上阵杀敌、横刀立马的彭大
将军，也是一个关怀小辈、感情丰富、热爱生活的可敬长者。
我们更深刻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不易，更加
珍惜今天的和平美好，更加愿意为建设新中国、实现中国梦
而努力。这不就是正能量在我们青年人之间的传递么？”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生杨歆迪一席话道出观众心
声。

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介绍，此剧收视率创下央视一套黄
金档剧场 2016 年以来的最好成绩。截至 6月 19 日大结局，
全剧累计观众规模达 4 亿多人，观众平均的忠实度为
50%，说明观众在观剧时平均每集收看了 50% 左右。在各
大视频网站点击量突破 5 亿，创下近两年来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网络播放量新高。

彰显信仰之美，凝聚中国力量，《彭德怀元帅》也赢得专
家称赞。解放军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说，一个时期以
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有一种错误观念，即这种作
品没人写，写了没人拍，拍了没人播，播了没人看，所以只能
一窝蜂地去抢拍有市场缺思想的“娱乐戏”。《彭德怀元帅》
在这方面为我国影视剧创作带了个好头。

同样获得好评的，还有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涯浴血》。
专家表示，从已播出的剧集看，剧组在构思剧本时做了大量
的调查研究，致力于重现当时的琼崖革命历史以及琼崖人
民的生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顾问、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天涯浴血》全剧有两
大特点：一是重要人物全都是真实历史人物，不像现在很多
片子，一半以上是虚构的人物；第二，85% 以上的戏，全部
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进行艺术的形象再
现，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继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后，
导演陈力再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由唐国强、孙维民、王伍
福、杨步亭、卢奇、黄薇等主演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海棠依旧》将于“七一”期间登陆 CCTV-1 黄金档。为了更
精准呈现历史原貌，剧中每一个道具都参照实物进行复制，

大到飞机型号、抗美援朝使用图，小到总理办公桌上的稿
纸、红蓝铅笔、手表、放大镜等都力求真实。

目前，省级卫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电视剧也
正火热播出。如北京卫视《亮剑》、浙江卫视《太行山上》、东
方卫视《焦裕禄》、湖南卫视《解密》、安徽卫视《检察官》等。
中央电视台及省级卫星台皆滚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字幕。

名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
目的，还有《安居》《马兰谣》《毛泽东三兄弟》《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寻路》《聂荣臻》《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国家命运》

《誓言今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 30余部，将于这段时间在
全国电视台陆续播出。

经典及新创影片献礼：充满历史质感生

活气息展现全面深化改革广阔画卷

6月至 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中心和
各省级电影频道同时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优
秀国产影片展播”活动，每天在黄金时间播出一部经典电影
和电视电影。

电影频道负责人介绍，电影频道将展播 52 部影片，其
中既有《开国大典》这样以纪实手法展现历史瞬间，也有《秋
之白华》这样的文艺片；既有反映当下典型人物的《第一书
记》《杨善洲》，也有反映历史英模的《钱学森》等。

进入展播名录的还包括《人间正道》《风云 1927》《湘江
北去》《开天辟地》《谁主沉浮》《复兴之路》《秋收起义》《南昌
起义》《重庆谈判》《忠诚与背叛》《智取威虎山》《钢铁是这样
炼成的》《百团大战》等获得良好口碑的新老影片。

该负责人说，与此同时，1905电影网结合打造“三包三
库”，即百部历史题材影片包，百部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包，百
部英雄人物影片包和歌曲、影片、人物资料库，在网络平台
上打造“建党 95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播”和“经典红色电影
之旅”两个专题，集中向广大网友提供优秀红色影片和数字
电影的在线点播服务。

6月 24 日晚，华表奖颁奖和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
在京举行，8 部影片被重点推介，向建党 95 周年献礼。其
中，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等摄制的《大火种》不久前在京
首映。影片再现上世纪二十年代山东广饶地区的中共党员
和人民群众用生命保护中国首版《共产党宣言》，并使其如
火种般传播开来的感人故事，深刻反映共产主义理想在齐
鲁大地扎根、发芽、成长的伟大历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局负责人评价，影片拍摄手法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历
史质感，人物生动朴素、情节张弛有度，具有很好的历史厚
重感和艺术感染力。

新创作影片在城市影院展映的同时，从 6月下旬至 8
月 15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献
映”活动也将在全国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献映 20 部红色经
典影片和部分今年拍摄完成的重点影片。

为庆祝建党 95 周年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优秀影视作品成荧屏银幕亮点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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