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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上接第一版）

总书记强调：“在这个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
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前几
天，我去了江西于都，参观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目的是缅怀当年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
月，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
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忘历史、
不忘初心。”

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
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
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
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
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
会上指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
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
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党的初心和
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
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
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

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
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
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
质、除病毒、防污染。”

2021 年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
众。乌蒙深处，乌江岸边，总书记陷
入了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
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的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
写在了党的旗帜上。革命、建设、改
革一路走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党
依靠人民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创造
了多少奇迹，取得了多少丰功伟绩，
不容易啊！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
和使命，继续努力，继续前进。”习近
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
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
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
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
新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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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

总书记强调：“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
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
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
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
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
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
根本标志。

“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
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
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
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
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
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
必须再接再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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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2014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接
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中国共
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
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
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2014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
待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
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
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
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
福。”2015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
座谈时强调，“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
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
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
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

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
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
中送炭的事情。”

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
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
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最重要
最基础的工作。”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
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
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016 年 7
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

“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
群众，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
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习
近平主席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中强
调，“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
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
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党全社会要
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
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
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2017 年 7 月 26 日至 27 日，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
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开班式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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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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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丰富的
精神文化生活。”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强
调，“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
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
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
民 生 活 一 定 会 一 年 更 比 一 年 好 。”
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指出。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强
调：“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
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
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
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
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
都要过上好日子。没有民族地区的全
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
小康和现代化。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
出，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
化。“我们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
高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
山’的能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
发言权。

“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
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
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
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
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有保障。”2020 年 10 月 14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上指出。

今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
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
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
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
可逾越的鸿沟。”

总书记强调，要自觉主动解决地
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
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
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
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
考察时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
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不能
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
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
矣。”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
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
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
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
观、现代化观。”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
在，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
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
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
群众。”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
出，“郑板桥有一首诗写道：‘衙斋卧
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
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共
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
的情怀，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
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
民生活水平。”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
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
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
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
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
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
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
时还要把‘蛋糕’分好。”2013 年 11
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上指出，“我国社会历来有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
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2015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
‘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
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
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
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
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
者食糟糠’的现象。”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

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
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
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
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总书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
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
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
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
出：“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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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
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总书记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
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
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其中第二
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
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
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来。”

2018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指
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书记强
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
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
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
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
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
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
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
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
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
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2020 年 10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中
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
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
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今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

“事实充分证明，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要我
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
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
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
根本所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

正的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
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
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
图大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
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
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总书记强调：“没有人民支持和参
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
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
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

“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
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
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
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
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
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
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
的出发点和归宿。”2014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
创造英雄的历史。今天中国的进步和
发 展 ， 就 是 从 长 征 中 走 出 来 的 。”
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指
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
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
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
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
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
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
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
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
够得到人民支持，也正是因为造福了
人民。”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
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
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
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
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
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
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
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
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
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的发展
成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拼搏、
接力奋斗创造的。”2017 年 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
出，“中国人民拥有伟大梦想，更拥有
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实干苦
干的伟大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
梁。”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
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
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
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
民奋斗出来的！”

总书记强调：“有这样伟大的人
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的伟
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
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
根本力量！”

“ 一 路 走 来 ， 中 国 人 民 自 力 更
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九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新征程上，不
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
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
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
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

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
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
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
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中
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战
略成果。

总书记深情地说：“战胜这次疫
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
民。中国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
城，坚定信心，同疫情进行顽强斗
争。中国广大医务人员奋不顾身、舍
生忘死，这种高尚精神让我深受感
动。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
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
徽考察时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
基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抗洪抢险
斗争再次表明，只要我们党始终为人
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就能无往而
不胜。”

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
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的力量源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
们，只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
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
够使最广大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不
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各种急难
险重任务和风险挑战面前，广大人民
群众总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顽强
奋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胜利都是人民的胜利！人民是
真正的英雄！”2020 年 9 月 17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
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
力量，根基在人民。”2020年10月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
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
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不断书
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

今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

“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
好生活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
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
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
相看的人间奇迹！”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
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
实现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有梦想，有机会，有奋
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紧
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
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
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
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
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
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
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
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
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指出。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
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
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
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
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都
在思考中国梦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为
实现中国梦应尽的责任。”2013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
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梦是国家
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
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
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
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中国要飞得
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4亿多中国人
民的力量。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