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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马奎丽

造美好生活的路上不断前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获得幸
福感。我们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要使人民群
众获得幸福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 我们党干
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而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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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砥砺奋进的 70 年，就是广
大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的 70 年。学习贯彻四中
全会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最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
日子。
习总书记指出，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要着力践行、
落地生根，成为活生生的发展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关键在于如
何在发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因此，我们在深刻学习领
会全会精神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同时，我们更要依靠、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
滁州市委党校）

思想纵横

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
高立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
福作为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
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每
一个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诠释，集中表达
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强化宗旨意识、加强作
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价值指引。
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绩
观的鲜明表达。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习总书记强调，
“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
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建党
初期，我们党就明确自己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想着人民、为着人民。南
湖红船上的庄重誓言，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党近百年来，无论是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依靠人
民、信赖人民，不论走到哪里，都把人民放在心上，时刻想
着人民。特别是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与疫情作坚决斗争。纵观中国革命史，可以清楚地发现，
每一次危难时刻、艰险关头，都是党带领人民群众，依靠
人民群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奋进。明确提出了“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
政绩”，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想

问题、作决策，
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
二、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检验共产党人政绩的重
要标准。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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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舒服的居住
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就
要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从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出
发，想人民之所想、盼人民之所盼、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
之所帮，脚踏实地，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上做事，是否
把事情办到人民心坎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要看我们
每一个党员干部作风实不实。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决不能搞障眼法、欺骗群众，决不能搞形象工程、半
截子工程，决不能搞嘴皮子功夫，说一套做一套。要有务
实的工作作风，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多听
实话、多摸实情、多调查研究。对难点热点焦点问题，要
下真功夫苦功夫，加以解决。要切实做一些关乎老百姓
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要善于敢于解决矛盾和问
题，要勇于到群众困难多的地方去、到热点焦点多的地方
去，扑下身子，真抓实干。遇到矛盾和问道，绝不绕道走，
坚决做到遇河搭桥、逢山开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要善于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与
群众换位思考。要充分发挥“百姓口碑”的“试金石”作
用，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突
出出来，请群众当“考官”、当“评委”，确保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立场不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
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三、为民办事、为民造福，要有高度的责任和担当。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
求更高、难度更大。越是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越要站稳
群众立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责任担当，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坚定忠实地为民办事、为民造福。首先，始终心里装
着群众、想着群众。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不易。决不能脱离群众，决不能在群众面前
高高在上、摆架子，更不能做伤害群众的事。在新时代
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更应该弘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精
神，当好人民群众的公仆。其次，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紧紧抓
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诸如子女
入学入托、就业就医、拆迁安置等，要深入田边地头、农
家小院、社区厂矿，多听听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还有
哪些问题要解决。要以心换心、赤诚相见，把群众当亲
人，踏踏实实给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
事，以此赢得群众拥护和赞誉。第三，坚持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美好
生活。当前，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是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新形势下，统筹和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确
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意志，攻坚克难。要有担当
精神，冲在一线、干在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作者单位：
滁州市委政研室）

学习手记

学、
知、
行——青年成长三要素
纪倩倩

青年人满身都是精力，正如春天的河水那样丰富。
然而，青年人往往自视聪明，就像醉汉自觉清醒一样。青
年人要想有所成，必先压其气，让其有所学、所知、所行，
进而做到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因，毋我”。
学古人智慧，怀博大胸襟，彰显青年之志。拉斯金曾
说，
“青年时代是培养习惯、希望和信念的一段时光”。青
年稚气未脱，
在人生道路上磕磕绊绊，
难免产生迷惘、
懈怠
的情绪，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养成乐观、豁达的胸怀。
青年拥有金子般的时代，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人生才刚
刚开始，精彩却经历不了风吹雨打，亟需书籍养分的浇灌
和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
勉励青
年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汲取古人智慧以解心中疑惑；坚
持读原著、悟真理，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怀有“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大志，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
感，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公民心。古人云，言传不如
身教。疫情当前，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心齐，泰山
移”的合作精神，彰显了“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大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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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为中国青年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青年是个既非成
人又非孩提的时代，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
成形，
需要耐心引导，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树立正确的政
治信念，
为以后发展充电蓄能，
找准方向。
知制度优势，怀坚定自信，做好制度执行者。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
典、抗地震、控疫情，实践反复印证着一个结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是中
华民族攻坚克难、迈向复兴的根本保障。青年作为国家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自信，深刻认识到中国制度不是“飞来峰”，是生长在中
华大地上，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产物。制度的生命力
在于执行。大疫情大考面前，我国制度发挥显著优越性，
及时调动人员和物资奔赴前线，将疫情造成的病亡和损
失控制到最低，搭建一条生命安全线。灾难是检验制度
最好的“试金石”，疫情如同“洪水猛兽”，在治理上容不得
半点拖延。我国制度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让世界各国

对中国制度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作为中国青年，要坚定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践行中国制度，当
好中国制度传承人。
行基层万里路，怀谦卑之心，当好青年标兵。郭沫若
指出，青年需要经受各种锻炼。所谓百炼成钢，在暴风雨
中成长，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国家号召广大青年扎根
基层，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没
有经历生活磨砺的青年，性格如同一匹不羁的野马，藐视
既往，目空一切，容易眼高手低、心浮气躁，做事不沉稳，
需要去基层去去锐气，多一分平和与耐心。俗话说，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青年只有体验过基层生
活，才能在繁杂小事中积累经验、找到窍门，才能在处理
矛盾关系中找到平衡点，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基层是个
大课堂，青年在理论功底扎实的前提下，需要用好基层实
践这枚“助推器”
，塑造里外兼修的青年标兵。
（作者为天长市永丰镇政府选调生）

冬

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
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一大显著优势。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我们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权利，更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
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坚
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要用制度体系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
上，健全、完善和创新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不断推进制
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人民福
祉。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面对新时代给出的新
任务新要求，要着力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把
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特别是在不断
完善和发展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上下功夫，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制度之力推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带领人民在创

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把乡
村振兴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总抓手》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
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阐明了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
和制度保障。以斗争精神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是各级党组织责无旁贷的使命。
一、
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乡
村振兴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的重
要部分，是全体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组成
部分，必须依靠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才能
实现，必须依靠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供
牢固保障。在乡村振兴全过程中，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推
进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现代化。
乡村振兴首先要向自然界斗争。习近
平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
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
障。在自然资源既定的前提下实现乡村振
兴，首要的是通过振兴产业达到产业兴旺，
这就需要推进农业产业资源高效利用，加
大农业产业投入和积聚，着重推进科技兴
农。为此就必须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农
田水利基础建设，农村路网改造，着力营造
产业振兴的大环境，以上都是产业振兴的
优先选项，这是人类对自然界改造和利用
的继续，在此过程中必须大力利用现代农
业科技，使农业产业烙上新科技的印记。
在实现产业兴旺的同时，必须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维护和营造
生态宜居的生存环境。
乡村振兴还要向既得利益藩篱进行斗争。在农村改革的
过程中和国家反哺农业的政策下，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特别
是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几千万贫困户实现脱贫，但是也要看
到，在农村的确存在着“精英捕获”的现象，个别地方还存在黑
恶势力把持农村市场和资源，还有家族势力在村集体坐大的
现象，扫黑除恶还要深入进行，少数乡村干部的基层腐败仍未
杜绝，这些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根基，直接影响自治、法治、德治
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
农民进行斗争。
乡村振兴还需要向因循守旧的乡村旧文化进行斗争。在
农村部分地区，落后保守的旧文化还在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内容的先进文化争夺阵地，农村部分地区封建文化的
抬头和宗教文化的渗透，乃至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入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需要基层党组织进行正面斗争，通过教育引
导、典型示范，
来移风易俗，
创造出乡风文明的新局面。
二、
增强斗争本领推进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必须增强斗争本领。一是必须充分
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乡村建设规律，在和自然斗争和与
市场竞争中锻炼才干。我们在历史上吃过违背自然规律和经
济规律的大亏，栽过大跟头，在乡村振兴新的伟大实践中必须
深刻吸取教训。总体来说一是要做好顶层规划设计，二是要
摸清资源禀赋，三是要把准市场脉搏，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摸清家底、选准产业、锁定市场、
依靠人才。
在乡村振兴的斗争实践中要牢固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在
党领导下的斗争，始终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党的领导包括
党的政治领导、党的组织领导和党的纪律领导。在乡村振兴
中资源积聚、资金庞大，务必要让珍贵的公共资源真正用于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要，切实防止乡村振兴中
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
就更要加强党的领导。
在乡村振兴的斗争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乡村振兴为
人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着实际的内容的，不同地区
的人民有所不同，不同时段需要也会变化，因此必须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教育引导农民，反对那些如“驱赶上楼”、
“ 强制搬
迁”
等强迫命令式的“振兴”
方式。
在乡村振兴的斗争中必须十分珍惜和巩固前期脱贫攻坚
的成果，实现接续发展。党在新时代领导的脱贫攻坚事业是
人类的伟大创举，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血、辛劳和付出，
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为下一步落后地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乡村振兴要在这个基础上出发，而不是另起炉灶，
推倒重来式地“振兴”，脱贫攻坚中选定的有前途的产业要在
乡村振兴中继续壮大发展，脱贫攻坚中的乡村治理成果要在
乡村振兴中继承持续，脱贫攻坚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在
乡村振兴中保持发扬，脱贫攻坚中涌现的乡村各种人才、能人
要推上乡村振兴的前线。
当然在乡村振兴的斗争中还要注意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
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实现多年，并且还在进
一步发展中，这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利借鉴，国外农业
现代化不仅仅是农业科技的现代化，更有农业体制机制的现
代化、市场的现代化等等需要我们去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国开放的大门还要开的更大，在乡村振兴中，以开放
的海纳百川胸怀，谦逊的学生心态去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农
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科技、制度，这是乡村振兴顺利推进的
理性和必然选择。
号令已经下达，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基层党组织发扬斗争精神，一定能
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单位：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总结
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
势，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
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
势”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是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
本立场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彰显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不变初心与使命担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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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公报中，
“ 人民”是高频词，出现多达数十次，明确提出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理论
命题，又是基本方略；既是政治立场，又是根本要求。它
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
强调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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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不变的初心，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
造历史伟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用制度来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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