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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

之一：沿着历史轴线，认识我们的新时代

一个“铁路迷”，不久前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走遍中国 2306 座高铁站，拍摄一部纪录片，名字就是——

《下一站：中国》。

下一站的中国，中国的下一站，的确让人充满想象。知

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将往。18 日上午，党的十九大

开幕，全世界都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中，看到“中国号”

巨轮行进的水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

这个新时代的思想航标。

一个国家，拥抱强盛的明天；一个民族，迎来复兴的前

景；世界社会主义长河，奔涌向前；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别

开生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

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

有重大意义”。循着这四条历史的轴线，让我们走进这新的

时代。

犹记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豪迈展望，“一张白纸，

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日本新干线上感受到“催人跑

的意思”，沉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今天，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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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最新最美的文字，随处见最新最美的画图；今天，“复

兴号”列车 350 公里的时速，迈出从追赶到领跑关键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示，中国正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进军。穿越革命和建设的洪流、激荡改革与发展的风云，中

国开启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而当我们的眼光再往前看，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跌宕起

伏，更让人心潮澎湃。1894 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一

开篇就浩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这位革命先行者，终

其一生也未能见其心心念念之中国“发奋为雄”，“振兴中

华”徒留怅然。而今天，我们充满自豪：“中华民族正以崭

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明天，我们更充满自信，“中

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

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将是一个古

老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故事。

由国家而民族，给世界东方带来巨变的，是一面标志人

类理想的大旗。从空想的“乌托邦”“太阳城”，到“共产

主义的幽灵”震撼世界，再到十月革命的炮响、苏共苏联的

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500 年，几多辉煌，也几多曲折。

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让《资本论》重新畅销，

让“历史终结论”悄然破产，甚至让学者感叹“西方必须向

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中华大地百年沧桑，也正是世界社会

主义事业从低潮而重兴的历程。

“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人类的奋

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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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科思曾如此说。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所提供的方案、所

倡导的价值，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充实了

人类的制度宝库、治理宝库，更丰富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

好向往。由此出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想渐成共识，为什么“一带一路”建设应者云集，为什么

有发展中国家政要感叹“只有中国可以经营五十年以后的世

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3 万多字的报告中，

有一条回顾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时间线”贯穿其

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一

定能将更辉煌的成就写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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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

之二：新思想，贯穿十九大报告的灵魂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细心的人会发现，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对于过去五年我们党政党能力的变化，创造力的

增强被置于首位。创造力体现在哪儿？最根本的体现，就是

党的理论创新能力；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贯穿 3 万多字报告的灵魂，也是解

读党在新时代政治宣言的关键。正是“新思想”，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八个明确”的鲜活内容、“十四个坚持”的

具体方略，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有力彰显

了我们党的伟大创造力。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对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深刻变化的重大判断，与当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

断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

15 年”的总体设计，与上世纪“三步走”战略部署一样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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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为标志。砥

砺奋进的五年，中国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之所以取得历

史性成就，关键在于有新思想指引。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总任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正是因为有了“理论的支撑”，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航，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在迅速变

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形成，是过去五年最具深远意义的成就，也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的最大亮点。

“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道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百余年

前，有人把中国的落后，概括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

的落后。如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30%左右的平均贡献率，

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的总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支撑中国发展的中国理念，被寄

予了开掘人类发展动力的厚望。在过去的 5 年里，习近平思

想不仅带来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也以其广阔的人类视

野、深刻的思想力量、超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战略眼光，

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世界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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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 600 多万册，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

响力的领导人著作之一。我们提出走进“新时代”，不是靠

自说自话，也不是靠时间划线，它必须契合强有力的现实逻

辑，必须符合颠簸不破的历史逻辑。日前开播的美国纪录片

《中国：习近平时代》监制认为，“过去 5 年，习近平主席

的政策视野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新的

里程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成

为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有力注解，也为世界提供着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96 年前，在旧时代的余晖中，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说:

“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

在将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更是一种古老文明的浴火重生，

是一次包涵了丰富价值内涵与制度体系的“文明的崛起”。

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以新使命开启新征程，二十一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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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

三：新使命，点燃奋斗的激情

提要：体现于新思想、贯穿在新征程、承载着新目标、

落实在治国理政方方面面，使命感成为十九大报告中的一条

“精神脉络”。

起于石库门，登上天安门；走过窑洞之门，迈向复兴之

门……为了庆祝党的十九大，“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

术作品展，以 4 扇门作为艺术符号，回望中国共产党 96 年

来的 4 个重要历史阶段。透过历史的烟云，正是共产党人的

使命感引领着波澜壮阔的征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第一次深刻论述“四个伟大”的关系，

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第一次划定民

族复兴的时间表、路线图……十九大谋定的目标、擘画的蓝

图表明，时代的风吹雨打，从未让共产党人的初心褪去颜色，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仍

然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十九大

报告强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

业”。“四个伟大”所诠释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

命，体现于新思想、贯穿在新征程、承载着新目标，成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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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报告中的一条“精神脉络”。

有人说，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

见。因为相信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和民族负有特殊使命，才

让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奋斗，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方

志敏相信“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

来”；毛泽东相信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

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邓小平相信中

国“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今天

的共产党人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

现，也一定能够实现”。96 年来，理想不灭，信念永续，使

命召唤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点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

族复兴而奋斗的激情。

从人民大会堂的十九大会场，到祖国各地一个个直播的

屏幕前，新使命激起无数人内心的回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推开新时代的大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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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但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伟大梦想不可能一蹴而就，“四个伟大”

紧密相连，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更好地

建设伟大工程，需要新时代共产党人牢牢把握新使命，确保

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

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曾用“三个中国”来总结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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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外国观察家

断言，“在世界政治中，北京正处于超车道”。今天的中国

已经具备“世界之中国”的担当，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关系

到世界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世界的目光，会如此集中地聚焦

中共十九大，人们试图由此观察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明天。

可以预见，十九大确定的行动纲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

贡献”的远大抱负，这一代共产党人胸怀的历史使命，对中

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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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

之四：新矛盾，回应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要：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对

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近 40

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

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

1982 年 10 月 20 日，一条简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南

京市一座容量为两千吨的蔬菜冷库，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

物质匮乏、物流落后，如何吃上反季节蔬菜，举国关注。而

此前一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这样的判断，再往前 25 年也曾有过：1956 年党的

八大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当时中国

国内主要矛盾的内容。

今天，人们不再冬储大白菜，中国也已换了模样，“温

饱”进入历史字典，中国制造悄然升级，“走出去”步履不

停……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30%，城镇化率接近 60%，而“天眼”探空、“嫦娥”

探月、“蛟龙”探海让国外媒体都惊呼“科学革命正在中国

发生”。1956 年至今 61 年，1981 年至今 36 年，我们如何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全新判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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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

“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注的光

圈变大了，问题的对焦却更精准。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

化，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也

是对近 40 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

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与时代同步的

新判断，也与普通人的诉求吻合。1983 年，“桑塔纳”轿车

进入中国，仅过了 30 余年，今天国内不少城市已开始研究

燃油车退出，目光聚焦环境质量；1987 年，北京市民排队两

小时只为尝鲜洋快餐，今天更多人追求吃得“低脂低糖”，

健康安全成为首选；1997 年，62 万中国人才开始“触网”，

今日已有超过 10 亿人用手机上网，网络安全比网速更重

要……曾经的主要矛盾推动了一部改革史，助推人们走进新

时代。而当它成为历史，也意味着中国需要以新的姿态向下

一个目标进发。

与主要矛盾变化相应的，是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必须认

识到”。从“变”的方面看，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

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而从“不变”的方面看，主要矛盾变

了，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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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

也不能不振兴；入学率再创新高，但教育均等化依然重任在

肩。能不能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能不能在家门口

看得见绿水青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应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当新时

代有了更精准的经纬度，若还守着老旧的航海图，单以增长

率论英雄，以“物质文化”的标尺衡量一切，发展就会偏离

航道，人民的获得感就会有欠缺。

另一方面，人口基数大，人均 GDP 仍处世界中游；还有

4300 多万人，渴望走出深度贫困；城乡之间、东西部间，发

展落差仍然存在；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民生领域还有

短板……这一切，让我们不能不牢牢把握基本国情，不能不

牢牢立足最大实际，不能不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今天我

们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而

是要在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上下更大功夫，兑现“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

参与翻译十九大报告的葡萄牙语专家拉法埃尔感叹：

“十九大报告中，人民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社会变迁的把握，但归

根到底是对人民向往的回应。紧扣新矛盾、瞄准新目标、踏

上新征程、无愧新时代，这条路注定不轻松，但坚定地走下

去，就一定能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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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

之五：沿着新征程，中国将走向何方

提要：十九大开启的新征程，贯穿于新时代，凝聚着新

思想，展现着新使命，发出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动员令。

在矿渣上运土造田，把公路修到大山之间……正在热映

的电影《十八洞村》，取材于一个湘西山村的脱贫实迹。过

去 5 年，中国有 6000 多万人，如十八洞村村民一样走出贫

困。历史性的变革，刷新了中国的面貌，也将中国的发展带

到了下一个起点。

行进在新的水域，中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十九大报

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习近平总书记更高瞻远瞩地擘划了之后 30 年的发展蓝图，

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全新目标，谋划战略安排，标定前进

方向，十九大开启的新征程，贯穿于新时代，凝聚着新思想，

展现着新使命，发出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动员令。

目标如同灯塔，指引着航船扬帆破浪的征程。在不同发

展时期，我们党总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制定伟大目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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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亿万人共同奋斗。1982 年，十二大提出分两个十年“两步

走”，早已实现；1987 年，十三大提出“三步走”，引领从

温饱到小康的转变；1997 年，十五大谋划“新三步走”，确

定到 2010 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锚定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抵达一个个曾经的目标，

又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奇迹”震

撼着世界。

今天，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十五年，将

第二个百年目标升级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源于近 40 年来年均 9%以上的速度增

长，源于中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的体量，源于人民生活水平

的长足提升，源于各方面事业的根本进步。这样的新目标、

新征程，植根于时代变化、着眼于人民需求，更彰显着当代

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忘初心的情怀、牢记使命的责

任。

推开新时代的大门，我们要踏上的新征程，仍然山水迢

迢，仍需闯关夺隘。人们发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描述中，有了“美丽”这一目标。而对于两个十五年的愿景，

也更多诸如“创新型国家”“中华文化”“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十九大报告中，以统筹“五大建

设”、实施“七大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六个方

面的目标描摹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以“五个关键词”“五

个文明”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确定下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和行动指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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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次大会不仅开启了新征程，更铺就了一条通往强国的

道路。

中国的新目标，也给世界注入强大信心。“没有其他国

家能像中国那样，既有长远发展规划，又有短期发展目标。”

“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激发活力并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

续性。”不少西方学者这样解读中国的成功密码。当很多国

家在搞“拳击赛”的时候，中国一棒接一棒地跑着历史的“接

力赛”，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脚下的路

必然将连通无尽的未来，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抵达

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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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新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判断，为新

时代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深刻把握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在前进，我们党推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脚步也

从未停歇。从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

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党的十九大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的重大变化，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不断顺应时代变化，善

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的实践和理论品格。

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需要牢

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新期待。经过不懈努

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

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

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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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需要把

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既深刻认识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又深刻认识两个“没

有变”，才能牢牢把握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

情和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

线、人民的幸福线，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

多新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各

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书写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

步的新答卷，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书写发展新答卷，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全方位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

方向，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

振兴战略，进一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保障人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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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补齐民生短板，深入开展脱贫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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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不变的初心；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幸福不会从天

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进入新时代，让我们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团结奋斗、苦干实干，

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目  录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一：沿着历史轴线，认识我们的新时代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二：新思想，贯穿十九大报告的灵魂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三：新使命，点燃奋斗的激情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四：新矛盾，回应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日报评论员解读十九大“新声音”系列之五：沿着新征程，中国将走向何方
	新华社评论员：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