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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如何看待信访工作？对信访工
作有哪些具体指导？新华社《学习进行
时》推出文章，为您回顾梳理。

信访的重要性，习近平这样说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把
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
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千方百
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 2017 年，习近平对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的信
访突出问题，既有新动向，也有老难题，
但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

——— 2016 年，习近平就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如何做好信访工作？习近

平这样指导

把心贴近人民

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

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
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

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
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
通群众的家庭。

——— 摘自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
要牢固树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的的思思想想，，进进一一步步转转变变工工
作作作作风风，，各各级级领领导导干干部部要要主主动动沉下去，到
信访矛盾突出的地方接待群众，到信访工
作比较薄弱的地方现场办公，推动工作重
心下移，切实解决一批信访问题，为基层
起起好好示示范范带带头头作作用用。。

——— 2007 年 9 月 5 日，时任上海市
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市信访工作会议上强调

领导主动下访

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不是信访工
作的唯一形式，也不是越俎代庖，取代基
层工作，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一种
工作思路的创新，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
一种发扬民主、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
要渠道。这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
交流沟通的渠道，有利于面对面地检查督
促基层信访工作，有利于发现倾向性问
题，深化规律性认识。

——— 摘自习近平《之江新语》之《面
对面做好群众工作》

加强源头预防、治理

要切实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注重源头预防，夯实基层基础，加强
法治建设，健全化解机制，不断增强工作
的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真正把解决
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

——— 2017 年，习近平对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
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 2016 年，习近平就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善用法律等多种手段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
当，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
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
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 2016 年，习近平就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
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
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
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

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 2014 年 1 月 7 日至 8 日，习近

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建立工作机制

把各种渠道的群众反映综合起来受理
和解决，是一个好做法，既要注重提高办
事效率，又要建立长效机制。

——— 2014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习
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

逐步建立健全信访和督查工作责任
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充分发
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综合
作用，做到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类人
民内部矛盾。

——— 2005 年 3 月 4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

建设高素质信访工作队伍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
关心、支持、爱护信访干部，建设一支对
党忠诚可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
作的高素质信访工作队伍，不断开创信访
工作新局面。

——— 2017 年，习近平对信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平语”近人：习近平谈信访工作

红色追寻第二季

万里长空，伞花朵朵，从天而降的空降兵到底能发挥什

么作用？

被誉为“东风第一枝”的火箭军某洲际战略导弹旅如何

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

烈日炎炎，负重奔跑 5 公里是怎样的体验？

在空降兵军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在火箭军某洲际战

略导弹旅发射营，在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合成旅，我们都能

看到“强军之路”。

强军之路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中国网事”记
者杨喆 )新华社发起的“中国网事·感动
2017”二季度网络人物评选结果 20 日正式
揭晓。他们甘于寂寞乐于奉献，传递爱心造就
善举，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了属于“草根”
的非凡业绩。

甘于寂寞奉献无悔人生

“悬崖峭壁为舞台，火车轰鸣来伴奏”，郑
州铁路局月山工务段桥隧机械化班组班长胡
军被称为“铁路蜘蛛人”，十几年来守着寂寞的
大山，冒着生命危险清除绝壁危石，保护铁路
运输安全。他自称是“捅山队”的班长，而大家
却给他起了个更美的名字———“绝壁舞者”。

14 年前，山西平遥文保员雷思凤临危受
命，从“国保”镇国寺举家搬迁到屡屡失盗的
“市保”清凉寺，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寺庙，让文
物再无一例丢失。面对古寺的偏僻破败，他说
穷小子出身能吃苦；面对疯狂盗窃，他说咱当
过兵哪能被贼捆！

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农民许志刚、
许志强被称为“旱塬愚公”，为改变生存环境，
“刚强兄弟”坚持义务植树 48 年，以苦为乐，
筑土填壑；节衣缩食，购买树苗，绿化家园，将
心中的绿色心愿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胡军、雷思凤、“刚强兄弟”，他们几十年
如一日，默默坚守在大山、古寺、荒野、旱塬，
他们甘于寂寞，以苦为乐，用勇于奉献与敢于

担当的精神成就无悔人生。

爱与善良铸就最美心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医生王
璐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面对诸多不解
和责骂，她用爱传递重生的希望与力量，默默
护送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接力。她亲自协调
器官捐献的案例有 50 余例，让更多的生命在
不同意义上得以延续。

路遇一位母亲抱着生病孩子焦急地拦
车，他二话不说将母子送往医院，爱心接力最
终让孩子平安，他却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
普通反应，“大连好人”李杰也因此成了“全城
热搜的爱心司机”。

15 年来，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朱现民带
领他的学生走进 15 个市的 40 多个乡村，为
村民义务诊病、宣传卫生常识、手把手教学生
取穴、行针、敷药，被人们誉为“下乡成瘾的教
授”。他从三尺讲台到穷乡僻壤，从田间地头
到学术殿堂，挥汗成雨、踏遍山河，只为了践
行大爱无疆，培育桃李芬芳。

王璐、李杰、朱现民，他们年龄不同，职业
不同，却都有着同样的爱心。他们用实际行动
传递着爱与善，绘就了最美心灵的美好画卷。

创新进取书写不凡篇章

坐落于雅安市、乐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

交界处的古路村，平均海拔 2000 多米，被
称为“天梯村”。“天梯村支书”骆云莲，不负
村民寄望，积极进取。她硬化骡马道、安装
护栏、修建索道，结束了村民人背马驮行走
于悬崖绝壁的历史，并不断探寻着村庄的
脱贫之路。

为孩子“补爱”、陪伴麻风病人、为重残
病人家属“搭把手”……大丰义工联合会会
长周旭才不断创新义工工作，为公益事业
注入温暖的动力与活力，6 年来，组织带领
义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700 余次，参与义
工达 10000 余人次，受助对象达 9000 人
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英
国密德萨斯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头顶
名校光环的王琪，却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
回到家乡扎根大地。她凭睿智与创新铺展
乡村电商未来路，扶贫济困，用网络架起村
淘希望桥。

上直播当“网红”，坐拥 23 万粉丝，河
北省沧州市新华区院东社区 80 岁“潮老
太”裘志真成为了网友的“精神导师”。紧跟
时代的步伐，不停地学习新鲜的网络知识，
人老心不老，“潮老太”用积极进取的心态
传递满满爱与正能量。

骆云莲、周旭才、王琪、裘志真，他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他们让
自己的人生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熠熠生
辉。

“中国网事·感动 2017”二季度网络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建军 90 周年

59式坦克是我国第一代国产主战坦克，它的诞生让西

方国家感叹“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有了和西方相同的主战坦

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空军是一支日本和其

他国家飞机组成的军种。1956 年 7 月 13 日，全部用自制零

件组装的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完成总装。喷气

式战斗机开始从“万国牌”走向“中国造”。

1966 年 12 月 6 日，“长空”一号首飞成功，这第一架军

用无人机奠定了我国无人机发展的坚实基础。

军史中的那些“第一”

数据新闻

巴勒斯坦国最高勋章、俄罗斯“圣安德烈”勋章、秘鲁
“大十字勋章”……在外交场合，授予一个国家领导人勋章，
象征着最高敬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被授予勋
章。

习近平的这些勋章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记者杨喆)7
月 20 日，“中国网事·感动 2017 ”二季度
网络人物评选结果揭晓。获奖者来自各行各
业，却都用爱与善书写着平凡人最不平凡的
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

“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 默默护送
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接力，通过协调器官捐
献让更多的生命在不同意义上得以延续。面
对诸多不解和责骂，她用爱传递重生的希望
与力量。

“国保守望者”雷思凤——— 面对古寺的
偏僻破败，他说穷小子出身能吃苦；面对疯
狂盗窃，他说咱当过兵哪能被贼捆！ 14 年
来，雷思凤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清凉寺，让文
物再无一例丢失。

“潮老太”裘志真——— 上直播当“网
红”，坐拥 23 万粉丝， 80 岁老太成为了网
友的“精神导师”，人老心不老，传递满满
正能量。

“铁路蜘蛛人”胡军——— 悬崖峭壁为舞
台，火车轰鸣来伴奏。冒生命危险清除绝壁
危石，守着寂寞的大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他是“捅山队”的班长，更是“绝壁舞
者”。

“天梯村支书”骆云莲——— 不负“天梯
村”村民寄望，她硬化骡马道、安装护栏、
修建索道，结束了村民人背马驮行走于悬崖
绝壁的历史，并不断探寻着村庄的脱贫之
路。

“下乡成瘾的教授”朱现民——— 他从三
尺讲台到穷乡僻壤，从田间地头到学术殿
堂，挥汗成雨、踏遍山河，只为了践行大爱
无疆，培育桃李芬芳。

“旱塬愚公”刚强兄弟——— 为改变生存
环境，他们坚持义务植树 48 年，以苦为
乐，筑土填壑；节衣缩食，购买树苗，绿化
家园，将心中的绿色心愿一步一步地变成了
现实。

“农村淘宝海归”王琪——— 放弃大城市
工作机会，海归硕士回到家乡扎根大地。她
凭睿智铺展乡村电商未来路，扶贫济困，用
网络架起村淘希望桥。

“全城热搜的爱心司机”李杰——— 路遇
一位母亲抱着生病孩子焦急拦车，他二话不
说将母子送往医院，爱心接力最终让孩子平
安，他却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反应。

“创新义工品牌的义工”周旭才——— 为
缺爱的孩子“补爱”、陪伴麻风病人、为重
残病人家属“搭把手”……他不断创新义工
工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的动力与活力。

“中国网事·感动人物”评选活动由新
华社发起并主办，该活动是国内首个以基层
人物为报道和评选对象、发动网民通过互联
网新媒体评选并传播的公益品牌，迄今已成
功举办七届。

扫描二维码，
观看《强军之路》第
一期《空降尖兵》。

扫描二维码，
观看《强军之路》第
二期《东风神盾》。

扫描二维码，
观看《强军之路》第
三期《铁军雄风》。

扫描二维码，
了解第一代国产主
战坦克。

扫描二维码，
了解第一架军用无
人机。

扫描二维码，

重温“勋章时刻”。

■新媒接入

扫描二维码，
了解第一架国产喷气
式战斗机。

▲扫描二维码，走近这些平凡
人，倾听他们最不平凡的故事。

平凡“草根” 不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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