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
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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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

为人民而生， 因人民而兴，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
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
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
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
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100 年
来， 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
史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的
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
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民族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自
信满怀，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幸福安康、心情舒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记
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
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
线。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
路到复兴路，我们党 100 年来所
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
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都是为了人民幸
福和民族复兴：我们党领导人民
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
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
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
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
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为
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
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
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
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

改革开放、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
样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总
结百年党史， 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我们
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让人
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在新
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
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把 14
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100 年来， 在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不仅切
身感受到了艰辛历程、 巨大变
化、辉煌成就，而且不断增进对
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拥护，进一
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和决心。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正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经过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 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了国
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今
天，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民主制度
不断完善， 人民民主不断发展，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人民群众依法通过民主
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等多种形式参与
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享受着前
所未有的各项权利。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正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奇迹，用几十年
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国内生产总值
从 1952 年的 679.1 亿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101.6 万亿元， 经济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 综合国力、科
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今天，中
国人民平视世界的经济基础更
加坚实，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更强了。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 正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 实现了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建成了世界最
大的社会保障网， 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超 13.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
10.1 亿人， 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
100%，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今天，人
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物质文化
生活得到极大丰富， 公平正义得到
极大维护， 全国城乡处处呈现出社
会和顺、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正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
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
感的国家之一。 面对百年不遇的
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团
结 14 亿多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出
生仅 30 多个小时的婴儿到 100
多岁的老人，都给予全力以赴的
救治，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 人
民群众从无数事实中深切感受
到，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
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
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中国
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任何一
种政治力量都没有像中国共产
党这样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
共命运， 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
益，无怨无悔地作出了巨大奉献
和牺牲。 井冈山时期，近 5 万名
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红
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
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
牲； 抗美援朝中，19.7 万多名英
雄儿女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为
了和平献出宝贵生命；脱贫攻坚
中，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
主战场上高高飘扬，1800 多名党
员、干部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
坚征程上。 今天，中华民族正以
自信自立自强的傲然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群众无比

珍惜无数革命先辈和英雄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为了民族复兴、人
民幸福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懈
奋斗的先进政党，是一个为了民
族复兴、 人民幸福不怕牺牲、甘
于奉献的先进政党，是一个为了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勇于自我革
命、 从严管党治党的先进政党。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
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为人民过上更加
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引，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努
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 我
们要树牢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
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牢记“江
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 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
心”，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
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
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
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
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
致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
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 我们要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站稳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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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
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在任
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
位，坚决同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
行为作斗争。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要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做到为了群众、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把尊重民
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
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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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我们要
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
相结合，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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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我们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
干，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使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们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 健全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制度，拓宽民主渠
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
障， 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
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
权利，形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要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
度，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 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完善审判
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
活动的监督， 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权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
们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
展各项社会事业， 推动高质量发
展，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 既
要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
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 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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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

■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詹成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