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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维度，铸就了格局的宏阔。
人心的向背，定义了最大的政治。
百年风云，变了人间。不变的是信

仰的追寻，是初心的坚守。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在浙江嘉兴

南湖红船，在陕北榆林杨家沟的窑洞，
在戈壁滩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欢呼声里，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声声叮
嘱中，在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
铿锵承诺里，能清晰感知中国共产党的
所思、所想、所行、所系。

在黑暗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在
挫折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谁能料
想，一个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组
织，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再
到翻天覆地，回首百年来苦难与辉煌，
可以更深切理解何为“国之大者”。

为了谁，依靠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百年奋斗挥就恢弘答卷。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一代代共产
党人的“国之大者”，这是莽莽神州的
历史回响，这是跨越百年的初心传承。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大党大国大擘画，大道之行步
履铿锵。“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
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大，大视野、大担当、大作为。
国，是一派欣欣向荣气象的中国、

是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是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也是 14亿多

中国人民聚合磅礴之力的中国。

一派欣欣向荣气象的中国：
“为人民谋幸福”

今年春天，广西桂林毛竹山村。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村民王德利家做客。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
我们，真的感谢您。”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
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一段对话，“人民”二字重千钧。
一篇回忆文章中，习近平同志写

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
的儿子。”他这样描述那段艰苦却受益
终生的岁月：“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
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
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在梁家河，他立下了一生志向。郑
板桥有首诗《竹石》，习近平同志略作改
动，作为对 7 年上山下乡经历的体会：

“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那会儿，当地老百姓常说：“肥正
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青年
时代的习近平同志耳濡目染，心里大为
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我那时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
姓，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日子算幸福生
活？”2020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追忆往昔。乡亲们的心愿，从“不再要
饭，能吃饱肚子”，到能吃上“净颗
子”，再到下辈子愿望是“想吃细粮就
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

今年金秋时节，飞机、火车、汽

车，一路辗转奔波，总书记回到黄土高
原，踏上陕北的路。

当年他在延川插队时，榆林是全陕
西最穷的地方，缺吃少喝，都是汤汤水
水过日子。今天，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半个世纪左右的光景，榆林面貌
焕然一新。

山下农田丰收在望。习近平总书记
临时叫停了车，和劳作的乡亲们拉起话
来。听乡亲说“日子好了，现在白面、
大米、肉都可以吃”，总书记感叹，现
在不是说稀罕吃白面和猪肉了，反而有
时候吃五谷杂粮吃得还挺好。

时光荏苒，今昔巨变，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称呼，也是对初心的承载。

“怎么称呼您？”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年 11月，湖南十八洞村村民石

爬专老人同习近平总书记的问答，传为
佳话。

8年后，河北大贵口村，村民霍金激
动地跟总书记唠家常：“这些年来我们国家
变化太大了，老百姓种地政府给补贴，病
了有医保，大病还有救助，养老也有保
障。有总书记领导，人民真幸福！”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不
是一个口号，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事
的。”习近平总书记回应道。

早年间，习近平同志就下定了决
心，“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为 老 百 姓 谋 利 益 ， 带 老 百 姓 奔 好 日
子”。他说：“我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下转第 3版）

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邝西曦 林小溪

历史洪流奔涌向前，总是一浪高
过一浪。

2012年 11月 15日，刚刚在党的十
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记者见面时庄严宣示，新的壮
阔征程就此启航——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
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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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0 年的史诗中，党的十八大
以来这 9年是怎样的一段华彩？！之于
民族复兴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 9 年——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发
展大势、引领时代潮流，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思
想、变革性实践、标志性成就，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
这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

汇的 9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又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民族复兴按
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这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 9 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党心军心民
心空前凝聚振奋，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
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
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
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九年风雷激荡，铸就世纪伟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将就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
出决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回望，百年党史革命、建设、改革的

“豹尾”已经收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龙头”正在开启。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新时代中
国领航人以前所未有的勇毅和豪情向

世界、向未来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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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造领航复兴领导力

2021 年 9 月 13 日，正在陕西榆林
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杨家沟革命
旧址。

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这个小山沟进驻了 120 天，毛泽东
同志在这里写下 40 余篇文献及 80 余
封电文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随着电台的电波，“毛主席和党中
央的声音”从陕北窑洞飞向大江南北，
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嘀嗒、嘀嗒”
的命令，摧枯拉朽、克敌制胜。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
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沧桑巨变，大道如砥。
（下转第 4版）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

代变革性实践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记者

11月 8日凌晨 3点，位于遵义市
新蒲新区的中国辣椒城已是人声鼎
沸，诸多经纪人正忙着和来自全国
各地的收购商洽谈。LED 大屏不断
刷新着当天的交易价，这些价格成
为全国各大辣椒交易市场的定价

“风向标”。

“客户催得急，一刻也不能耽
搁。”辣椒经纪人蔡吉高正指挥工人
把5吨“子弹头”干椒装车发往日本。

在辣椒城一号交易区，一堆堆
红辣椒遍布大厅，100 余家商铺排
列四周。在一间商铺前，20多名辣
椒剪把工正忙着加工辣椒。

热闹的辣椒城里，像蔡吉高一
样的经纪人就有 3000多名，剪把工
也超过了4000人。

中国辣椒城将辣椒交易商务、
结算、加工、冷链、物流等各个板
块融为一体，推动遵义辣椒产量、
品质双提升，延长了加工、销售产

业链，培育了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
加工企业。

目前，遵义有辣椒生产企业 62
家，生产加工油辣椒、泡椒、豆瓣酱、
糟辣椒等八大系列共200余个品种。

围绕世界辣椒加工贸易集聚区
“一心两翼多点”精深加工布局，遵
义加快推进辣椒产业向全产业链、
全供应链、全价值链转型升级，以中
国辣椒城为中心，搭建进出口贸易
平台，推动遵义辣椒走向世界。

热闹辣椒城 红火大产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蒋洪飞

湖水清澄，峭壁巍然。11 月 6
日，虽已暮秋，地处黔西市化屋村的
乌江源百里画廊依旧游人不断。“现
在的化屋村大变样，游客越来越多。
今年我家开办的农家乐净收入已超10
万元。”村民杨国妹快人快语。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化屋村乡村旅游持续火爆。”
村支书张玉芝说，乡村振兴给化屋
带来了新机遇。数据显示：今年 2
月 3 日至 10 月 7 日，化屋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 53.4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58亿元。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视察时强调，要在乡村振兴
上开新局。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
力，贵州坚决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住、提升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四个不摘”固成果 全面小康新亮色

“这份工作每月能拿到 4000 多
元，以前千里迢迢去省外打工，如今在
家门口上班，蛮好！”在三都自治县城
南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就业帮扶车
间，搬迁户石本银熟练地操作着针车，
不一会儿，一只鞋面便逐渐成形。

稳 得 住 、 有 就 业 、 逐 步 能 致
富，是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最终效果
的关键。截至 8 月 31日，全省有劳
动力搬迁家庭就业率 93.07%，就业
由保脱贫向全面提高质量转变。目
前全省安置点周边有各类企业 2446
个，产业布局与群众需求紧密衔
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贵州把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加强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制定 《贵州省关
于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的工作方案》，不断健全易返贫
致贫人口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聚
焦就业和“3+1”保障等重点薄弱环
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
保脱贫攻坚成果成色足。

从江县岜沙村老人滚东往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还经常痛风，腿脚也不
方便，村卫生员吴志斌就上门服务。吴
志斌告诉记者，他们长期对村里60户
签约家庭实行上门服务，“村卫生室长
期备有80种以上常用药，可以满足村
民就医需要，做到小病不出村。”

“扶上马、送一程”。用好 5 年
过渡期政策，贵州全力做好思路、
产业、机制、政策、工作等多方面

衔接。今年，3 万多名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领命出征，成为康庄
道上的领跑人，确保脱贫人口和摘
帽地区在乡村振兴中不掉队。

产业兴旺筑基石 乡村振兴新画卷

10月，地处盘州市的贵州宏财聚
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清甜
的刺梨香弥漫在空气中，一颗颗金色
果子变身成各种刺梨产品。

“能进入生产车间的刺梨个个
都是‘兵中强将’，我们有严格的
筛选标准。”公司副总经理李贵荣
说，标准化从产地就已开始。今年
管护好的果农一亩地能采摘近 4000
斤，按照每斤 2 元的收购价算，亩
产值有8000元。

（下转第2版）

乡村振兴开新局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勇军

开发区内高纯硫酸锰市场份额全
国占比达 80%；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
用石墨市场份额全国占比达 15%；锂
电池正极材料三元前驱体全球市场占
有份额达 25%，年产销量、出口量全
球行业排名第一……作为贵州省电镀
集聚优先培育区，铜仁大龙经济技术
开发区抓住做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
群精准发力，推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
业、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相关产业延
链、强链，集群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园”动力释放强劲。
“园区内贵州乌江水电大龙分公司

发电产生的蒸汽是我们生产电池原材
料中锰加工所需的必备能源。我们生
产电池用的硫酸锰、四氧化三锰等产
品又与园区内的中伟新材料形成长期
供应关系。”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产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光荣表示，公司落
地于此，也正是看中了大龙开发区的
锰矿资源和产业链配套优势。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
推动工业大突破，贵州正以十大工业
产业集群化发展为主抓手，聚焦聚集
一批具有较高集聚性、先进性和较强
协同创新力、品牌影响力的特色优势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工业产业不断

“集”优成势，“群”力升级。
首位龙头牵引 一马当先

贵州倍易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铜
仁高新区智能终端龙头企业，今年前
三季度营业额突破 11亿元。该公司副
总经理黄向宇告诉记者，倍易通近期
启动了二期项目建设，将逐步导入智
能物联、5G手机、智能音箱等生产项
目，完善延伸产业链。

铜仁高新区瞄准打造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的目标，大力推动大数
据创新应用，积极促成倍易通与华为
机器视觉项目深度合作、贵州旭晶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成投产、
贵州仁智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穿戴项目
建成投产……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正在园区崛起。

黔南高新区助推新材料和节能环保
首位产业快速发展，并通过建设精细化
工产业孵化园，为精细化工企业提供技
术、资金、人才支撑和环保服务，不断
吸引特色医药中间体、高端染料、高效
低毒农药等项目入园，促进产业集聚。
目前，孵化园已签约15个项目，9家企
业入驻，共计投资超 22 亿元，已有
1000吨永固紫颜料项目及20000吨活性
炭项目顺利投产。 （下转第 5版）

“集”优成势 “群”力升级
——贵州聚焦产业集群舞好工业“龙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江婷婷 方亚丽

本报讯 （记 者 马刚 谌晗
王康旭） 10月 28日下午 6时 15分，盘
州市松河东一井煤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志豪往公司管理工作微信群抛了
一张照片——一纸期盼已久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落地，松河东一井煤业正式
拥有了合法身份。

如平静的湖面被落石激荡，这个
58人的微信群顿时沸腾了。站在调度
信息指挥中心内，矿长王大权兴奋之
余多了几分平静。

“领证时间比预想早半年，这是一
场高质量发展与时间的赛跑！”与王矿
长想领证的迫切一样，盘州市为这场
赛跑倾注了诸多心力。“市能源局的同
志节假日不休息，扑在矿上督促我们
搞技改，这种谋发展、同进退的体验
前所未有！”

至此，位列贵州产煤第一县的盘
州市，2021 年建成投产煤矿已达 12
处，新增释放优质产能 315 万吨/年，
为全省电煤保供大计再添新功。

“过去煤矿野蛮生长，小煤窑遍

地，事故频发。”在煤炭行业摸爬滚打
数十年，亲历煤业荣耀与寒冬，王矿
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是对未来不
负责任。”

2015 年前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化推进，受政策和市场影
响，煤炭行业进入蛰伏期。

当粗放采掘走进“死胡同”，再开
新矿，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作为？
焦灼与混沌中，王矿长得到了来自行
业主管部门的深切关怀。

“地下的事，我们得监管好；地上
的事，我们要服务好。”盘州市能源局
副局长包乔发一语中的，电煤保供重
任千钧，抢得先机才能赢得生机。

贴心的是监管，今年前三季度，
盘州市煤矿安全生产“零事故”的好
成绩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好评。

暖心的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
沉到一线帮助煤矿解决制约生产的
共性技术难题，成为业界拍手叫好
的创举。

（下转第 2版）

王矿长“领证”了

奋力开展半年攻坚行动

依托革命旧址、纪念馆等红色资
源，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老
干部、老战士、老党员等纷纷深入基
层宣讲党史；电影放映队进机关、进
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
贵州各地深挖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红色基因，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重温百年辉煌历程，汲取前进智
慧力量。贵州把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百年党史激
发奋进之力，用深学实干助推高质量
发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
力、厚植发展优势上狠下功夫，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奋力推进工业
大突破、城镇大提升、农业大发展、
旅游大提质，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建功立业。
突出本色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走进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社区，
道路干净整洁，绿化自成一景。广场
上，老人悠闲散步，孩童嬉戏奔跑，

“红马甲”志愿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金元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推

动党建网、平安网、民生网“三网融
合”，通过组建特色志愿服务队，持续
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社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春节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贵州时强调，要结合即将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
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
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贵
州重要讲话精神，把“牢记殷切嘱
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
专题教育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自选动
作，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中来一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大学习”，来一次理想信念“大洗
礼”，来一次工作作风“大淬炼”，确
保各级党组织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
部真抓实干。 （下转第 5版）

初心融入血脉 使命扛在肩上
——贵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华姝

金秋时节，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一幅农业兴、农村富的美丽画卷映入眼帘。 李仁军 摄 （贵州图片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