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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的梦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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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代代相传的梦

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追求幸福的梦

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中国梦是中华民
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
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
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
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中法
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青年一代的梦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
奋斗中变为现实。

———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植根民心的梦

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
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

——— 2015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接受
《华尔街日报》采访

国泰民安的梦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
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
大事。

——— 2016 年 4 月 14 日，习近平在首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

同心同德的梦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
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
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
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
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 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会见第七
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的讲话

世界发展的梦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
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发展必
将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也将为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

——— 2015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伦敦
金融城的演讲

追求和平的梦

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
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
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

———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在中法
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必将实现的梦

我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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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来源：新华网

习近平这十段话定义中国梦内涵

 2013 年 9 月 30 日，一名行人在北京复
兴门桥拍摄“中国梦”主题花坛。 新华社发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
时首次提出“中国梦”。5 年来，无论
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场合，习近平都
反复阐释“中国梦”。

中国梦，拨动亿万中华儿女心
弦，奏响伟大复兴壮丽乐章。

5 年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实现历史性变革。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追
梦之路更清晰，筑梦之基更坚实。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亿万人民接续奋
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民族复兴的
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辛识平

“在甘肃的戈壁沙漠，竟然看到了可以无线
上网的厕所，太不可思议了！”一家意大利媒体
发出的惊叹，折射出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一
项重大行动———“厕所革命”。

曾几何时，“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
四边”是不少地方厕所的真实写照，“找厕难、如
厕难”更让很多人视旅途为畏途。现在，这一切
正在悄然改变。三年间，全国共新改建旅游厕所
6 . 8 万座，一大批既卫生又方便的厕所出现在
城乡大地。有游客感慨，“方便”这件小事，真的
开始方便了。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厕所问题不是小事
情，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
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
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

方面。正如有句话说，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
文明看茅房。在国内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农户家里，经常会问起村民使用的是
水厕还是旱厕，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
了解相关情况。总书记高度重视厕所问题，始
终关注着“厕所革命”的推进。办实事、解忧
难，彰显了让老百姓得实惠、让社会文明水平
有提升的深谋远虑。

除了厕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和
推动的民生实事还有很多。从冬季取暖、垃
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养老院服务
质量、住房问题、食品安全，到农村转移人
口市民化、改善贫困地区学生上学条件、异
地办理身份证、无户口人员登记上户、家庭
医生、“河长”制、环境污染治理……长长的
清单上，桩桩件件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都是社会关切的热点难点。透过这些实事，

人们感受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
初心，感受到新时代发展的民生温度。

民生实事看似寻常，其实关系百姓切
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安危冷暖，都是马虎
不得的大事。以人民为中心，怀着强烈的忧
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才会俯下身子、
接上地气、体察民情、谋划对策，走到哪里
都牵挂着群众，为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夙夜
在公、殚精竭虑。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
其疾苦。从解决厕所问题，到破解教育、养
老、医疗、住房、环境等民生难题，无不是民
之所需、所盼。“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
众”，百姓关心期盼什么，党中央就重视关
注什么，改革就抓紧推进什么，发展就能与
群众需求同频共振。有“去民之患，如除腹
心之疾”的决心，有“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

举措，方能迎难而上，不断为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

“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民生工作直接同
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开不得
空头支票，承诺了的就要兑现。从小处着眼，
从实处入手，对每件民生实事都要一抓到底，
抓一件成一件，一件接着一件办，让百姓生活
一年更比一年好，这才是对群众真正的负责，
也是最有力的担当。

新华社北京电

让新时代的发展更有温度

扫描二维码，观
看 新 华 社 推 出 的

《 你我心中的中国
梦》视频报道。

扫描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评论员：
推进“厕所革命”

促进社会文明》融
媒版。

在山西临县，碛口古镇依山傍河而建，位于吕梁山西
麓，黄河之滨。碛口的威名，以及它曾经的繁荣，得益于此处
“大同碛”的惊险和阻隔。碛口因黄河水运成名，一跃位居九
曲黄河第一镇，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之谓。

在江西婺源，现有古建筑 4000 余栋。这些古建筑和生
活在古建筑里的人，是婺源动人心魄的魂之所在。

如果说，婺源古建与碛口古镇，代表古老中国的某种传
统诗意，那么，在今天的江南水乡，也有一条充满现代诗意
的意象——— 长江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烟雨中牧童遥指的
杏花村，黄梅调声声婉转的安庆市……一条高铁联起这些
诗情画意。这便是高铁宁安线。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意”在中国从未离去。

古老中国 现代诗意
新 华 融 媒 周 记

碛口的威名，以及它曾经的繁荣，得益于此处“大同碛”
的惊险和阻隔，来自黄河上游的商船不得不在此抛锚卸货，
由水运改为陆运。碛口因黄河水运成名，一跃位居九曲黄河
第一镇，古有“水旱码头小都会”的称谓。

从清朝乾隆年间大规模修建，碛口在过去的 200 年间，
占据着北方商业龙头重镇的位置。当时，碛口的货物吞吐量
比较大，造就了碛口“水旱码头”的繁盛地位，也就有了“拉
不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的歌谣。

如今的碛口，依然古色古香，老店铺、老字号、老房子
上，到处是明清风格的砖雕、木雕。同时，历史与现代在这里
交织，古渡口成了旅游胜地，碛口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山西碛口：

黄 河 古 镇 千 帆 过

扫描二维码，观
看《 古渡口 老手
艺 老字号——— 碛
口 古 镇 焕 发 新 活
力》视频报道。

连片的徽派老宅是中国最美乡村婺源给游客的乡愁印
象。据统计，婺源现有 1949 年前建成的古建筑 4000 余栋。
这些古建筑和生活在古建筑里的人，是婺源动人心魄的魂
之所在。

近年来，当地通过异地搬迁、捐资认养、产权置换等模
式，让原本散落在民间、濒临倒塌的大量古民居生命得到延
续。

许多游客来到这里，都梦想着能在婺源拥有一栋这样
的老宅，回归到慢生活之中。而马志刚是梦想成真的一人，
他通过认养模式改造的老宅已成为思溪延村景区内的“网
红”民宿。

江西婺源：

千 栋 老 宅 又 逢 春

扫描二维码，观
看《 婺源开启新玩
法！走，到“中国最美
乡村”租老房子去》
现场新闻。

宁安高铁：

诗 意 美 景 一 线 联

长江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烟雨中牧童遥指的杏花村，
黄梅调声声婉转的安庆市……一条线联起这些诗情画意。
这便是高铁宁安线。

譬如，左三根、右三根……南京南站北入口的六根柱子
可有“讲究”，您知道吗？它们的寓意是“六朝古都文脉”。

曲径通幽处、霜叶红于二月花、野渡无人舟自横……在
“最诗意”高铁沿线的池州杏花村里走一走，总能找到点诗
的风景。

轰鸣声中，宁安高铁线上，又一辆列车驶过。其实，这又
何尝不是一种新的风景？今天的人，为它写出这样的句
子——— 山高风烈铁马呼，群青览尽一箭出。莫道千年销风
骨，诗意犹存池州路。

扫描二维码，观
看《一条可以“细读”

的高铁线：探访“最
诗意”的宁安高铁》
现场新闻。

聚焦

“悟空”
暗物质，一个人类追寻多

年的宇宙魅影，最近被中国“悟
空”发现了疑似踪迹——— 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在太空
中测量到电子宇宙射线的一处
异常波动。这一神秘讯号首次
为人类所观测，意味着中国科
学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发现。

请跟随新华社记者的脚
步，一起走近紫金山天文台“悟
空”团队，一起聚焦“悟空”。

我国首颗天文卫星“悟空”首批重大科学
成果，令全球科技界震惊。

成果如何出炉？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何时宣布发现暗物质？

新华社带你走近暗物质卫星团队……

独家！

带你走近“悟空”团队

扫描二维码，观看
《最独家！新华社带你
走近暗物质卫星“悟
空”团队》现场新闻。

趣味！

动画解读“悟空”发现

故事要从暗物质刚被人类认识的 80 多年
前说起。谁提出了它？怎么去捕捉它？2015 年
12 月 17 日，“悟空”带着中国人探索宇宙的雄
心，奔赴太空。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太空时光？

快来点开这个动画视频，一睹为快！

扫描二维码，观看
《 Bingo ！“悟空”有了怎
样的大发现？》动画视
频报道。

高能！

“洋记者”对话科学家

一睁眼，“悟空”刷爆了朋友圈！快来
看，新华社“洋记者”对话“悟空”首席科学
家常进！

全程讲英文，宇宙射线粒子张口即来，
有没有很帅？

扫描二维码，观
看《“悟空”发现暗物
质了吗？洋记者对话
首席科学家》视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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