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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
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都当起了学员。

1 月 5 日，他们走进中央党校，参加研讨
班，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对高级干部提出一系列要求。从十九大闭幕
开始算起，这个节奏可不一般。

新年“敲黑板”：5 个“过硬”

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则是各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
及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的主要
负责人。

这些学员或者直接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
的制定，或者是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的主要责任人，是我们 8900 多万党员中名副其
实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说，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
“关键少数”。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必须做到 5 个“过硬”。
信念过硬——— 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

政治过硬———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
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
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责任过硬——— 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
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能力过硬———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
域、开拓新视野，全面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作风过硬———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持
之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
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做到 5 个“过硬”，习近平指出，要把践行
“三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养成一
种习惯、化为一种境界。要加强道德修养，带
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辨是非善恶，
追求健康情趣，不断向廉洁自律的高标准看
齐，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线、不碰
高压线。

最重要的 4 个字———“洁身自好”，习近
平说，这应是每个领导干部的第一关。必须从
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坚决反对特
权思想、特权现象，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
境中工作生活，炼就过硬的作风。

重锤常擂，十九大后习近平

多次“喊话”

党的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发生了全局性、历史
性变化，“关键少数”的责任自然也更重了。十
九大闭幕后，习近平针对高级干部多次提出
要求，既有言传，又有身教。

2017 年 10 月 25 日，十九大闭幕第 2
天，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就对中央委
员会全体同志提出，一定要忠于党、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一定要心怀忧患、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
斗，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事业。

10 月 27 日，十九大闭幕第 4 天，习近平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
规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的实施细则》。

同一天，习近平还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要求领导干部不仅
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

10 月 31 日，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
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
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坚定政治信念。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十九大闭幕两个
月，习近平主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首次民主
生活会，中央政治局同志联系中央政治局工
作，联系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
狠抓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进行自我
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还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
示。他指出，纠正“四风”不能止步，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
率下。

……
这个节奏就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个节

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关键少数”作表率，形成“头

雁效应”

习近平抓“关键少数”，既是抓责任，也是
要形成示范。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党员干部都
要从他们这里看信号，以他们为标尺。

为什么这 5 年作风建设能成为党的建设
一张亮丽名片？原因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全党自觉看
齐、对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这就是习近平说的“头雁效应”。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就紧抓“关键少
数”，就是要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身作则、带动
全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坚持以
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带动全面从严治党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扎实推进，我们中国共
产党人才能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记者王子晖)来源：新华网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十九大后，习近平频频喊话“关键少数”
“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治国

理政的重要抓手。十九大闭幕
以来，他对高级干部频频“喊
话”，新年伊始，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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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寻美好 桃花源里有花田

短短两年之间，从避之不及的臭水
沟，成功变身成为游客蜂拥而至的湿地公
园。

广西南宁的这条内河怎样完成蜕变？
又靠什么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让我们跟随小鱼“亲亲”，一起去感受
“美丽中国”的家园之变吧！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据说，武陵山一
带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然而几年前，重庆酉阳的村民还在靠天
吃饭。祖祖辈辈种“贡米”，却祖祖辈辈逃不出
受穷困境地。

如今，“桃花源”的穷困景象改变了吗？
“黄发垂髫”是否“怡然自乐”？

小河蜕变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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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眼
下，严寒已至，多地气温骤降，越来越多居民开
始减少户外活动，“猫”在室内享受如春的温暖。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温暖背后，有这样一群“看不见”的劳动
者，餐风饮雪，守护了千家万户的一冬温暖。

一种温暖，数十工种守护

15 米，是地面与操作间的距离。在临沂经
济技术开发区，来自临沂富源热电有限公司的
“80 后”龙门吊司机陈晓雨为了操作机器给锅
炉输送燃料，每天都要往返至少四遍。越是天寒
地冻的日子，输送燃料的量就越大，她的工作量

也越大。
“虽然高空工作比地面还冷，可就因为我

的一点点工作，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能
暖暖和和地在家里，想想都觉得很满足。”陈
晓雨说。

当陈晓雨忙着操作机器时，费县 45 岁的
马晓华和 43 岁的谭丽欣已经冒着严寒，踉踉
跄跄地沿着高压电线方向走了几公里。

马晓华和谭丽欣是国网临沂供电公司费
县输电运维分队的 2 名巡线工，她们的职责
就是每天走在高压电线下，排查沿线和杆塔
附近出现的隐患。

寒冬里，一杯热茶、一缕热风、一屋温暖
的背后，是千千万万这样“看不见”的劳动者
在付出。据临沂富源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向华统计，仅热源厂就涉及燃料输送、锅炉运
行及检修、汽轮机运行及检修、电气运行及检
修、水处理等 20 余个工种。

工作服一年至少要换四套

无论是呵气成霜、滴水成冰，还是寒风呼
啸、雨雪纷纷，这些“看不见”的劳动者们行走
在工地厂房、山岭乡间，为一方百姓的温暖，
付出着普通人“看不见”的汗水。

除了加班，在临沂富源热电有限公司从
事锅炉检修的袁堂光，还需要在寒冷的冬天
面对炽热的“烤验”。“日常运行时，锅炉温度
是 600 摄氏度以上，遇到紧急情况时，等锅炉
降到 60 度以下，我就要进去展开抢修了。”袁
堂光说。

因为锅炉内粉尘和温度的侵蚀，袁堂光
的工作服一年至少要换四套，而且即便没穿
多久，工作服也总是看起来又脏又旧。

和袁堂光相似，马晓华和谭丽欣也是工
作服的“消耗”大户，但穿坏最多的，还是鞋
子。

由于高压电线经过的区域大多没有路，
所以“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成了马晓华和
谭丽欣每天必须做的事。“遇到过野狗和蛇，

也被麦茬扎穿过鞋底，崴脚、划伤更是家常便
饭，基本上每年都要穿坏三四双鞋子。”谭丽
欣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马晓华和谭丽欣
所在的分队每年都能排查出三四百处高压电
线沿线隐患，保障了用电安全。

温暖别人，谁来温暖他们

近年来，针对“看不见”的劳动者们制定
的“温暖政策”，正慢慢在我国一些地方开始
试点推行。

在山东临沂，目前已多次不定期组织开
展“关爱一线职工”“寻找最美一线工人”等系
列活动，要求和倡议为一线苦、累、脏工作岗
位上的工人们献爱心、送温暖，真正在生活上
多关心、待遇上再提高。

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国家层面的
相关政策和体制机制应该进一步完善。国浩
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说，“低温补
贴”近年来屡被提及，但落实有待进一步加
强，有关部门应该依据劳动法的立法精神，早

日出台实施细则，加强对低温下劳动者的保
护。

多名劳动者还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社会救助、社
会慈善等相关政策，同时推行工伤保险费率
与职业病危害程度挂钩浮动制度，以解决特
殊工种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今年 48 岁的孟庆龙是山东省临沂市新
城热力有限公司运行部的一名工人。大多数
时候，孟庆龙要么在换热站里，检修嗡嗡作响
的换热设备；要么就在地井里，耐着潮湿闷热
巡查管道情况。由于工作不被人所熟知，被误
解、被投诉的事情时有发生。“看不见”的劳动
者们最需要的，还是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前不久，孟庆龙带队处理好了整栋居民
楼的暖气管道供热不达标问题，居民联名送
来了锦旗。说起这事，这个山东大汉眼眶湿
润了。

“我干这一行快 30 年了，其实熬夜、加班
或者风吹雨淋都没啥大不了的，只盼着能赶
紧修好暖气，居民能高高兴兴、暖暖和和过
冬。如果居民能够多理解多体谅我们一些，再
辛苦我也觉得值了！”孟庆龙说。

(记者叶婧、潘林青)据新华社济南电

温暖背后，总有一些“看不见”的劳动者

▲热电公司龙门吊司机陈晓雨，坐在
15 米高、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操作间内进
行工作。 新华社记者吴飞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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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秋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讲解
员。不少观众在听了她的讲解后，都深深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心灵的
美好。诚然，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答案
肯定各有不同。在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丰富
和改善的今天，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块精神
乐土，我们对美好的向往又该怎样定义呢？

产业兴旺

乡村才能振兴
新华融媒周记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前不久举行的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的重大任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 7 个方面的重大部
署，为亿万农民描绘了一幅美丽乡村的现代图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总要求，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
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兴，百业兴。当前，“三农”发展迎来重大机遇期，不
少地区都在寻找适合当地农村的新兴产业，期待能够为美
丽乡村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产业发展谱写新篇

盐碱地唱响鱼米歌

扫描二维码，观看
《产业发展谱写乡村振
兴新篇章》视频报道。

甘肃省景泰县属于黄河灌区，多年来因受地形、地质条
件及排水不畅的影响，当地沿黄灌区以及高扬程灌区耕地
次生盐碱化大面积发生。近两年经过反复试验，当地政府利
用盐碱回归水和弃耕盐碱地，不断创新治碱思路，按照“挖
塘降水、抬田造地、渔农并重、修复生态”的工作思路，大力
发展水产养殖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45 岁的孙鹏原来是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的贫困户，因
为土地盐碱化，家里的地已经弃耕 6 年。从 2016 年开始，他
加入了景泰县晋成生态农牧专业合作社，把弃耕地流转给
合作社，自己则在合作社开始了新生活。

像孙鹏一样，目前在景泰县各养鱼养虾合作社，通过土
地流转实现在家门口打工的贫困农民已有 2000 多人，他们
都实现了稳定脱贫。

扫描二维码，观看
《盐碱地唱响鱼米歌》视
频报道。

农民也有年终大奖

这两天，江西安义县九米空间里喜气洋洋，红地毯、大
舞台、喜庆音乐。这里不是婚礼现场，而是即将发放几百万
现金的“农民年终会”。

给农民发年终奖的人叫凌继河，他是江西省有名的种
粮大户，共流转农田 2 万多亩。为了展现现代农业的无穷魅
力、转变人们对农民的传统印象，这几年他一直以这种抢人
眼球的方式给农民发年终奖。

个人奖金最高得主是刘高美，他今年获得了近 20 万元
的奖金。1995 年出生的熊海仁也领了奖，他是这里年龄最
小的种粮能手。

手捧着奖金，这些种粮能手相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
动下，未来，农业一定能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一定能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一定能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扫描二维码，观看
《种田也有年终奖？带您
直击种粮大户领红包
啦》现场新闻。

“美好生活”，是深植在

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憧憬。
“美好生活”究竟是什

么样的？在物质生活已得到

极大丰富和改善的今天，答

案肯定各有不同。一个应有

的共识是，“美好生活”涵盖

方方面面，既有物质丰富，

也有精神丰盈，还应有美丽

环境带来的舒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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