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领导讲话精神，迎接十九大召开”征文-朱莉

论民生|万物美好，民生不息
——读习总书记“7•26”重要讲话有感

（一）回首过去巨龙腾飞
今年 7 月 26 日至 27 日，党中央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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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
了重要讲话，被称为“‘7·26’重要讲话”。这一重要讲话内容中，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很不平凡”，党中央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治党，“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1。
这一系统性的阐述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党的十八以来的重要成果。五年时光，
匆匆一瞬，但书写的历史却让人不禁赞叹。五年来，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到“中国梦”，从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到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宏伟蓝
图逐步绘就 2。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强盛，无论在大国外交还是经济建设方面
都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和进步，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日益展现出泱
泱大国的宏伟风范，俨然一条崛起的“东方巨龙”。

（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当细读习总书记“7•26”重要讲话时，我不禁想到了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
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经典诗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谈及“心有猛虎”，是因为一路腾飞的中国巨龙惊艳了世界，拥有了强大的
力量。当然，它并未走“封建统治阶级剥削”的错误道路，相反的，党和国家依
然始终密切关注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
作为核心理念，“细嗅蔷薇”，希望幸福的种子“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过去的五年里，民生建设从未止步。以脱贫攻坚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7.26 重要讲话原文[EB/OL].http://news.jschina.com.cn/zt2017/docs/201708/t20170808_898755.shtml.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综述[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911/c64387-29
526226.html.
3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EB/OL].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
/1531674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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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
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自 2013
年以来，我国约 6600 万人将脱贫，相当于一个法国的人数 5。2012 年至 2016 年，
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翻了一番，增幅甚至超过了 GDP 的增速，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财政补贴增长了 61%，养老金持续增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在
2013 年至 2016 年 4 年内增幅翻 1.5 倍 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 2013 年的
9429 元上涨到 2016 年的 12363 元，增长了 31.1%。2013 年至今，农村新建改建
公路合计 11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30 圈 7。2013 年至 2016 年，我国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连续 4 年大于 1300 万，超额完成任务，4 年内共新增就业 5258 万人。
2017 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提高到 1100 万人以上，相当于每天至少解决 3 万人
就业。据估算，我国 5 年来将新增约 6400 万就业人口，相当于英国全国的人口
数。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保持平稳，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下降，
2016 年达到多年来最低 8。一系列的数据向我们证明，党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先，
“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9，
“把人
民的幸福深深镌刻在通向中国梦的里程碑上”

10。

展望未来，民生建设仍是重点。党中央不止一次地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 11，“我们党和政府做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 12。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我国社会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们期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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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在我看来，一方面，正是因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
日益强盛，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免受战争祸乱的纷扰，人们
图解：5 年约 6600 万人将脱贫，相当于一个法国[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2/c410899-291
39983.html.
5 图解：5 年约 6600 万人将脱贫，相当于一个法国[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2/c410899-291
39983.html.
6 图解：5 年整整翻一番！农村低保标准最抢眼！[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3/c410899-2914
2718.html.
7 图解：5 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18.4 万公里,可绕地球近 30 圈[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4/
c410899-29144946.html.
8 图解：5 年将新增约 6400 万人就业，相当于英国人口总数[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7/n1/2017/0311/c41
0899-29138934.html.
9
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EB/OL].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jx/2014-12/22/c_1113723973.htm.
10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综述[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911/c64387-29
526226.html.
1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21/c49150-28213101.html.
12习近平的民生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EB/OL].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u7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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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对未来寄予美好的愿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的生活的向往，
也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特别注意到，习总书记在民生建设中首先提到的“更好的教育”，这让我
联想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办好公平优质
教育”，可见国家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作为一名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我对此颇为
关注。在日常学习与阅读过程中，我日益认识到教育的不公平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城乡差异、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均等。我本人也是来自农村家
庭，对于一个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不易深有感触。希望通过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能
够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教育公平，使优质的教育资源真正落实到家家户户。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教育乃国之大计，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问题不可忽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互联网在线教育。
2013 年，国内曾掀起了一股慕课风潮，作为一种新型在线教育模式，慕课具有
大规模、开放性、基于网络、课程结构完整等特点，它的初衷在于突破资源孤岛，
平等共享教育资源，服务于学习者 14。慕课自诞生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斯坦福大
学校长将其比作教育史上“一场数字海啸”，国内教育专家也称之为“大数据时
代的教育革命”15。国内名校率先加盟国际慕课平台，如北京大学先后加入了 edX 16
和 Coursera 17，清华大学加盟 edX 18，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与 Coursera 签署
合作协议 19。与此同时，高校也积极接轨世界名校，建设本土化的慕课教学平台，
如清华大学推出的首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联手打
造的“华文慕课”平台、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的“好大学在线”平台等，这些
平台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四）书声琅琅文化传承
习总书记还强调，人民群众需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人们的物质
条件得到满足后，便会更加追求精神世界的提升。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对精神文

14白倩, 赵丽, 张舒予. 慕课的学习现状与反思——基于我国慕课学习者负动机影响因子的角度[J].现代教育技术, 2016,
26(12):65-71.
15刘曾, 刘敏. 席卷全球的新型在线教学模式[J].中国培训, 2014(3):60-61.
16北大加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线课程项目[EB/OL].http://pkunews.pku.edu.cn/xxfz/2013-05/21/content_273448.ht
m.
17北大在 Coursera 平台开课[EB/OL].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3-09/08/content_278440.htm.
18清华正式加盟 edX[EB/OL].http://iiis.tsinghua.edu.cn/index.php?v=show&cid=488&id=3504.
19复旦、上海交大加入全球最大在线课程联盟[EB/OL].http://edu.qq.com/a/20130709/0153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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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宣传与传承，不仅鼓励各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还将大型精神文明
传播节目搬进了央视的舞台，比如今年颇受群众欢迎的《朗读者》节目。
《朗读者》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通过邀请各个领域具
有影响力的嘉宾来到现场，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并倾情演绎国家顶级文学家、出
版人、专家、学者精心挑选的经典美文，呈现出生命之美、文学之美和情感之美。
它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受到不同年龄段群众的喜爱，
被誉为传播文化的“一股清流” 20。
今年 4 月，《朗读者》也走进了上海交大，无数交大人来到朗读亭，用心讲
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真挚情感。当 4 月 23 日的“世界读书日”遇到“朗
读亭”，不少朗读者从清早就在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读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21。在这场趣味横生的“悦读”盛宴中，交大的爱书人
获得了难忘的阅读体验和感悟，感受到了心灵的充实与快乐。虽然“世界读书日”
只有一天，但阅读的习惯却值得一直保持下去。广大青年人应在读书中不断探索、
感悟，活出美丽人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五）青春无悔大爱无疆
作为青年人，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爱国敬党，在正确理念的指引下，
不断探索新知、体验生活，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首先，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念，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近
日，一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女生愤而撕下“港独”宣传海报的事件引发
社会关注。根据视频和新闻报道，该女生撕下“港独”宣传海报后，瞬间被蹲点
的记者和“港独”学生围住。她与“港独”激辩民主，怒斥港中大学生会张贴“港
独”海报的所作所为。而谈到去撕海报的初衷，女孩对记者说：“香港是中国的
一部分，这是一个常识。” 22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大家纷纷对这位勇敢的女生
点赞，不少香港网友也指责“港独”行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表示，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23。共青团中央也对该女生表示支
持，并称“我们都是你的后盾”。这次事件折射出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同时
再次提醒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祖国的行为。
其次，我们要在自我成长的基础上，乐于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执着奉献。
朗读者[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7%E8%AF%BB%E8%80%85/19675170?fr=aladdin.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读书日”暨朗读亭特别活动举行[EB/OL].http://news.sjtu.edu.cn/info/1021/1357953.htm.
22 女生勇撕港中大“港独”海报[EB/OL]..http://news.163.com/17/0907/15/CTO7JRTA00018AOR.html.
23港中大校长：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EB/OL].http://www.kankanews.com/a/2017-09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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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我曾有幸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三次团代会。会议的主
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
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人才培养中心工作，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切
实着力青年思想引领和成才服务，凝聚全校青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会议
上，我聆听了学校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观看了“我的青春”系列纪录片，进行了
民主公开的投票选举活动，收获颇丰。其中，“我的青春”系列纪录片让很多在
场代表深受感动，也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这是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学校选取
了近年来赴中西部地区、国家重点行业和服务的优秀青年校友，将他们的工作和
生活拍摄成“我的青春”系列纪录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上海交大给
予每个学生的殷殷教诲，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交大学子从母校启航，投身
祖国的万水千山。
“饮其水者思其源，享其实者怀其树”，他们的故事不仅让我感
动，更让我深感钦佩。我们应当学习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用所
学的知识回报祖国，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执着努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真正做到不负青春，不负我党，不负祖国。

最后，谨以此文，聊表祝福。
祝愿党的十九大会议顺利召开。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万物美好，民生不息。

朱莉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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