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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高举起
改革大旗，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一场
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席卷神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由
此步入崭新境界、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

——— 高举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深圳前海一派勃勃生
机———

80 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拔地而起，16 万多家注册
企业、6 万多家开业企业推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 年，开山填海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
圳蛇口，打响改革开放“开山炮”。

30 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桥头
堡”——— 深圳前海，与蛇口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从“深圳速度”到“前海气
魄”，同样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时代变革背景
下的改革使命与方向。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地方考察，第一站
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的判断，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的抉择，无不基于对时代脉
搏的准确把握。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充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时少，改革进程中解
决了矛盾也积累了新的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将一张
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在广州投资一
个项目，要经过 20 个委办局，100 个审批环节，盖 108 个章，最
快也要 700 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白发社会”已经到来，增长
方式简单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地方债务高
企……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公平正义的需要与
日俱增，而既得利益集团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碰到“天花板”，
创新创业遭遇“玻璃门”，社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 40 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
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的把握、中央和地方的博
弈，两难甚至多难情况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与
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改革推动
者成为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
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
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新
区，强调“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下大气力解决体制机制弊
端”；

破解“怎么改”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冒雨考
察工作，在全面系统总结中国过去 30 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
础上，认识和把握改革规律，首次提出正确处理改革的“五大

关系”问题；
……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观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

思考中谋篇布局。广东之行后不到一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深刻回答了事关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思想。

这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
大抉择。

为系统梳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全
党意志，2013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一次中
央全会专题讨论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旋即成立，习近平总书
记亲任组长。通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专题讨论、调查研究和

反复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草案)》正式形成，并在党的全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决定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被认为是习近平总书
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

改革大旗高高举起，时代大潮势不可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既挂帅又出征，对改革整体布局、
重大问题、关键环节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实践中进一步丰
富和发展了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

这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 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和

重要作用，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一招；

——— 坚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提出我们的改
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 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价值取向，提出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出
发点和落脚点；

——— 谋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方法，形成
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

——— 厘清了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把抓改革落实同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同抓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用改
革带动和推动各项工作。

这一重要思想贯穿着非凡的政治勇气、深厚的人民情
怀、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科学的辩证思维、
强烈的创新精神，既是改革实践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改革
理论的重大创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改、为谁改、怎么改等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推进到
新的广度和深度，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
武器。

十八届中央先后召开 38 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 365 个重要改革文件，确定 357 个重点改革任务，出台
1500 多项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绝大多数已经完
成，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为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
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深圳莲花山，东风浩荡，绿意盎然。
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树。今

天，曾经的小树早已枝繁叶茂。
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吸吮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乳汁，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在新时代的春雷
中生根发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中茁壮成长，演绎着中华
民族的又一次伟大觉醒。

这场伟大觉醒，冲开观念束缚，打破利益藩篱，让神州大
地再次迎来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

它击碎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维定式，使新发展理
念深植人心；

它冲倒了“不想改、不愿改”的思想藩篱，使不破不立、将
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坚定不移；

它打破了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开启了坚定“四个自
信”、为世界提供中国模式的秘钥。

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 (下转 2 版)

谱 写 新 时 代 改 革 新 篇 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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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山
西临汾，一对母子
在火车站话别。

爱莲说摄

2 月 21 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
村举行“万人闹新春”活动，为新春祈福。

新华社发（王滋创摄）

特色民俗闹新春

大地回春，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年预示着新的希望，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说，“今天，我们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
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
篇章！”这一重要讲话，从“两个伟大革命”的深远视角，道出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和奋斗目标。

欲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必须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改革开放 40 年来，凭着敢闯敢干
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闯出了
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然而，
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
着未来能够辉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的社会革命的继续。

要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必须始
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发扬革
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

革命热情，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
步一个脚印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行动纲领、战略决策、工作部
署变为现实，以新的更加优异的成绩不断开创新局面。

欲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必须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打铁必须自身硬，改造社会必先改造自身，勇于
自我革命，才能做到从严管党治党。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带领人民进行
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伟大的自我革
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的重要前提和坚强保障。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要
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冷静，重整行
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著，不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刮骨疗毒 、祛病强身 、凝神聚气，始终成为时代先
锋、民族脊梁。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党的领导干部要以更
加自觉的意识、更加勇敢的担当、更加
主动的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
奋斗，以“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伟大的自
我革命”的实际行动，带领党员群众开
创历史新篇章。 (记者朱基钗)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

弘 扬 奋 斗 精 神

投身“两个伟大革命”

新春佳节，众多行业的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工作中度过假期。

左图：2 月 19 日，贵州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的总住院医师李斌在病房内安抚住院患儿。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右上图：2 月 17 日，由上海发往广州东的 Z99 次列车上，列车员陶思在整理旅客行李。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右下图：2 月 16 日，矿工在距离地面 560 米的安徽淮北矿业集团袁店二矿井排查安全隐患。 新华社发（黄世鹏摄）

节日里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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