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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与
新华社主播们一起踏上

《红色追寻·足迹》。

“洋记者”的基层路

海伦·本特利是新华社的一名外籍记者。与其他新华
社记者一样，她也“走基层”到了宁夏，感受中国脱贫攻坚
的决绝。

那天，破晓时分，12 岁的郭运运和弟弟、妹妹已经起
床，洗漱完毕，吃完早餐。他们需要步行一个小时去上学。

宁夏西吉县的陈岔小学离县城约 40 公里，是县里
最偏远的小学。这里没有校车，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自己
走路上学、回家。

郭运运家去年的收入约有 1 万元，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运运妈妈从没想过自己和丈夫能离开这个村子，
但却期盼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山沟。

在海伦看来，这些努力学习的孩子，是宁夏的未
来。他们尝过贫困的滋味，而他们学到的知识，可能就
是中国未来终结贫困问题的有力工具。

扫描二维码，与
新华社“洋记者”一起,和
山里的孩子走路上学。

国宝大熊猫的“回家路”

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世界级萌宠。每天，有许
多人为它们的一举一动而欢笑和尖叫。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在成为世界级萌宠前，它曾几
度面临绝境，险些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1869 年，法国
人阿尔芒·戴维第一次把大熊猫介绍到欧洲。开始走向
世界的熊猫，也开始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随着无限制
猎杀和生存环境破坏，大熊猫数量迅速减少。到了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箭竹开花，生态恶化，大熊猫再次濒危。

存亡关头，人类伸出援手。

几十年来，人类小心翼翼，宠护着它一步步恢复种
群数量。如今，以第一只成功回归野外的大熊猫“淘淘”

为开端，大熊猫又开始走出人类怀抱，回归它真正的家
园——— 大自然。

扫描二维码，听
新华社记者陈小波讲述

《熊猫回家路》。

北极“冰上丝绸之路”

2017 年 8 月 31 日 14 时，中国货轮“天健”轮从连
云港出发。

与其他货轮不同的是，“天健”轮将要航经一段白
色的海域——— 它从中国黄海出发，经日本海，鄂霍次
克海，北太平洋，到 9 月 11 日通过白令海峡，进入北
纬 66°34′的楚科奇海，正式开启北极东北航道首航模
式。随后，它又经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捷夫海，喀拉
海，巴伦支海，挪威海，北海，并于 9 月 24 日早晨正
式抵达丹麦的埃斯比约港。

20 多天航程，7668 海里，这是今年第三艘经北极
航道抵达欧洲港口的中国商船，见证了“冰上丝绸之
路”这条人类最北的远洋航线的发展。

凭借无畏的勇气，“天健”轮劈风斩浪，于 9 月 16
日下午穿过维利基茨基海峡，抵达本航次最高点北纬
78°3′。维利基茨基海峡的蓝冰，静静地呈现在“天健”轮
面前，展现着大自然的魅力；而北纬 78°的升国旗仪
式，更是庄严豪迈。 （综合：李洪磊）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天，习近平面对 500 多位中外记者
说的这段话温暖了亿万人心。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放在最高位
置，大力推进共享发展，不断回应人民的心愿期盼，不断使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明确为什么人、靠什么人，是一切发展的前提。“五大发展理
念”中，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具体到发展
理念中，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5 年来，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的地位
和力量。

他引用古代政治格言———“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也讲朴素的大白话———“老百姓是天，老百
姓是地”“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反复强调，就是要求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是要告诫全党“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习近平曾指出，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
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从 9 个
方面深刻阐述了 5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9 方
面的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福祉，都是为了增加全体人民
的获得感。他进一步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
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其本质就是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水平上讲已经
达到“小康”，但仍有数千万人口生活在国家扶贫标准线以下，特
别是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处于深度贫困之中。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全面小康，首要的是
覆盖的人口要全面。

习近平多次指出：“没有全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

这 5 年，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5 年中，
习近平考察调研去得最多的就是贫困地区。

2012年 12月，当选总书记后一个多月，习近平就冒着严寒
来到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他在考察中指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他特别强调，“大家要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
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
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
说明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5 年来，从太行山深处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到甘肃渭源
县元古堆村、东乡县布楞沟村，从安徽金寨县大湾村到山西岢
岚县赵家洼村……习近平深入中国最贫困地方了解群众的真
实情况，“真扶贫、扶真贫”的强烈信号传到全国上下。与此同
时，一系列重大部署强力推进。

2015 年 2 月和 6 月，习近平在陕西和贵州考察期间，分
别在延安和贵阳主持召开涉及扶贫开发工作的座谈会，明确
了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2016 年 7 月，习近平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
谈会。他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
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
化帮扶、确保实效，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7 年 6 月，习近平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座谈会。他强调，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强化支撑

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
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保障和改
善民生至关重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要求各级干部要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强调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
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这 5 年，习近平都格外关注民生问题。2015 年两会参加
江西代表团审议，他详细了解畲族群众农家乐办起来没有；
2016 年两会在湖南代表团，他连续追问十八洞村大龄男青年
的“脱单”问题；2017 年两会在四川代表团，他谈到凉山州“悬
崖村”，说“感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才表示
“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习近平指出，抓民生就是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有“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之路，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为战略
重点，以优先发展、改革创新为重要保障，一幅学有所教、人人
出彩的“教育画卷”灿然展开。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维护全民健康
和实现长远发展出发，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
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目标、新方
向。一项项新政策新举措，正在进一步密实 13 亿多人民的健
康保障网，丰富“健康中国”的大格局新构想。

……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王子晖）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力推进共享发展

【学习进行时】十八大以来的 5 年，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放在最高

位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

业推向前进。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

牌栏目“讲习所”推出文章，为您梳理、解

读。

扫描二维码，一
起，踏上“冰上丝绸之路”，
观看北纬 78°的升国旗仪
式。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辽宁舰”从这启航 听创业者讲“新”经济

请扫描二维码，

走进大连船舶重工集

团，看看这又有哪些让

人想不到的国之重器？

四年前，习近平来到大连，语重心长地指出，海洋事业
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四年后，大连
又造出了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国之重器？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深入推
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产业、业态和模式还
在不断孕育、生长和壮大，“新”经济未来空间无限。

请扫描二维码，

听创业者讲那些不断发

芽、生长的新产业，感受

“新新”向荣的中国经济。

一起来“开大飞机”

请扫描二维码，

走进中国商飞，在模拟

驾驶舱内体验一把开

C919 大飞机的感觉！

完全和真实飞机起飞、降落的状态是一样的！
走进中国商飞，一睹国之重器风采。在 C919 模拟驾

驶舱，体会升降感觉。

“十一”超长假哪玩去

“超长假”来了！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佳节相逢，累计 8 天的假期令不

少市民出游热情高涨。
针对这个“超长假期”，为抢占市场，旅行社已开始陆续

推出国庆旅游路线，主要是以长途及出境游为主。

“十一”出行计划

定了吗？请扫描二维码，

看看今年的“超长假期”

大家都上哪玩去了。

请扫描二维码,

走进“平岗绿洲”，闻着

稻香，与村民一起感受

收获的喜悦。

“平岗绿洲”闻稻香

吉林省临近秋收时节，长白山下海兰江畔稻田中，习
习凉风吹着稻穗起舞。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就位
于这片被称为“平岗绿洲”的地方。

近年来，光东村靠着优质农业资源，打造“大米品牌”，村
民腰包也鼓了。过去的贫困村正在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跟着无人机看洱海

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洱海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

大理州围绕改善和提升洱海水质目标，全力推进洱海
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通过不懈努力，
如今，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性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请扫描二维码，

跟着无人机，体验洱海

保护治理抢救性行动带

来的变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别
样的味道。

在路上，你可以发现不同的风景；在路上，你可以
体验不同的文化；在路上，你还能收获精神的丰盈。

正如海子所说，“也许路途有点艰辛，有点孤独，但
熬过了痛苦，我们才能得以成长。”

本周，请与新华社记者一起，踏上通往远方的
路……

念初心的红色追寻路

党的十九大就要召开了！过去这 5 年，我们的国，
取得哪些令人欣喜的成就？我们的家，有过哪些意想不
到的变化？

为了寻找答案，9 月 19 日至 9 月 26 日，两位中央
党校新锐老师和两名新华社记者，一起踏上了新一季
的《红色追寻》之路。

这组专题报道，是辛苦万分的：8 天，8 个省份，8
场直播，跨越 12000 公里……这组报道，更是体悟初心
的：他们，在深圳体验改革开放敢为先；他们，更在焦裕
禄纪念碑前，在清风习习和泡桐葱翠中，深刻理解
到———

只有根植人民，才能万古长青。

路的意义
新华融媒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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