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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12 日专程来到北京香山，瞻仰双清别墅、
来青轩等革命旧址。70年前，正是在这里，毛
泽东、朱德同志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
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欣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沧桑岁月引人深思回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穿越 70 年时空，历经 70
年奋斗，人间正道在历史的天空中愈发耀眼，
在世事的变迁中更加笃定。

（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曾记否，为了有朝

一日中国自立自强于世界，无数先驱在黑暗中
孜孜以求、探索前行，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林觉民在留下《与妻书》后慷慨赴死，赵一
曼在写完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后英勇就义
……风骨铿然，无怨无悔，只为劳苦大众过上
吃饱穿暖的生活，只为了下一代有光明的未
来。

今天，我们可以自信而豪迈地说：这盛世，
如你所愿！

今天的中国，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
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
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这，不正是
孙中山先生所期盼的“富强中国、安乐中国”？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万亿元，多年
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在中国
倡议和推动下，“一带一路”建设风生水起，首
届中国进博会各国客商云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不正是李大钊所向往
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青春中
国”？

今天的中国，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奋进历
程，减贫人口占全球的 70%以上，建成了包括
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社会保
障体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
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
返。在学校，在公园，在田间，在广场，人们情
不自禁地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
这，不正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欢歌代替了悲叹，
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
了疾苦”的“可爱的中国”？

党的十九大的宣示言犹在耳：“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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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掷地有声：“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
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
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这种自信，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证明，我
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
益的发展道路，来自于顺应时代潮流的自觉，
我们在追求人民幸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道路
上前途无垠。

这种自信，根本上来自于我们走在大路上
的信心和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人间正道，就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响彻中国

大地70多年的昂扬旋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

立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历经沧桑得出的根本共
识。

一个有着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
层党组织的政党，一个在有着近14亿人口、五
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靠什么始
终保持先进和锐气？靠什么团结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靠什么压倒一切敌人而一往无
前？

——“ 雪 皑 皑 、野 茫 茫 ，高 原 寒 、炊 断
粮。……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江西于
都、甘肃高台、北京香山、河南新县……今年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始终追寻着长征遗
址、革命故地，用行动表达对革命英烈的缅怀、
对理想信念的弘扬。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
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是什么让这座
偏僻的西北小城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感
召着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延
安？答案就是红色延安的崭新气象，就是共产
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党员来自五湖四海，许
多人职业不同、兴趣各异，甚至方言不通，但一
声“同志”，就迅速拉近了心灵的距离、消除了
彼此的差异。

同志者，志同道亦合。“同德则同心，同心
则同志。”共产党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理想信
念的共同体。革命事业的接续推进，就是理想
信念的不断胜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这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始终
不渝、矢志未改的恒心。70 年，我国 7 亿多人
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70年，
我国人口文盲率从80%大幅降至4.9%；70年，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77 岁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
打响了脱贫攻坚战，8200多万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的农民群众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
到解决。无数党员干部行走于贫瘠之地、群山
之间，扎根在村里、生活在农家，向贫困发起最
后的冲锋。

过去3年，全国有数百名党员干部在脱贫
攻坚中牺牲，广西百色扶贫干部黄文秀、重庆
忠县扶贫干部杨骅、云南威信扶贫干部杨学
奎……用生命诠释着对人民的忠诚，筑牢了
新时代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真情。

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前进路上不让一个
人掉队，党对人民的承诺，始终如一、说到做
到。

——1944年，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
顺政权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被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
作为整风文件。5年后，在从西柏坡赶赴北京
的路上，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
当李自成。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其
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的过程，也始终面临着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考验。中国共产
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无数次风险挑战，
有的甚至是生死关口，却每一次都能转危为
安，靠的就是自我革命的忧患和魄力。

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
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
划……无论级别多高，只要危害党的事业，刮
骨疗毒毫不犹豫。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房
多占，卡券、月饼、烟酒，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无论事情多“小”，只要损害人民利益，
纠正四风毫不含糊。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这个百年大党，之所以敢
于追求千秋伟业、勃发青春意气，就是因为始
终秉持强烈的“赶考”意识，坚持“答卷人”的定
位，保持刀刃向内的勇气担当，一次次拿起手
术刀革除自己的病灶，一次次在浴火锻造中实
现凤凰涅槃。

以社会革命之艰巨促进自我革命，以自我
革命之彻底引领社会革命，不满足于做安于现
状的“守成的党”，永远做由烈火淬炼、由使命
召唤的“革命的党”。

（三）
这几年有一个现象引人关注，“千禧社会

主义”受到不少欧美年轻人青睐，“马克思热”
“《资本论》热”在西方持续升温。此时，中国已
经向着社会主义不懈求索了上百年。

近日，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
热烈反响，透过一个个故事、一帧帧画面，大家
真切感受到一代代人的执着坚守、筚路蓝缕的
艰辛探索，感受到社会主义阳光照在神州大地
上的温暖与激情。

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概
念，而是几代中国人用生命和汗水浇灌的火热
实践。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移植嫁接的“飞
来峰”，而是解决中国问题、福泽中华民族的大
道正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
是别的什么主义。”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以其深邃的思
想、深彻的洞察，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
道路，思想的火炬犹如壮丽日出照亮了亘古的
中国。中国共产党隆重召开纪念大会，缅怀这
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宣示对马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志不改、道不变
的立场信念，立志将人类的崇高事业在世界东
方赓续绵延、发扬光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追求共同富裕，巩固
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始终坚守、
理直气壮。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
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
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是绝对的，社会主义正
是在识变应变、与时俱进中展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经
与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就释放出科学真理的巨
大引领力、推动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制度创
造，承载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荣使命。

守正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是
社会主义的宝贵品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继承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把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六
年来，推出改革举措近两千项，形成了夯基垒
台、积厚成势的局面势能。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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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必将进一步助推制度的成
熟定型、治理的协同高效。

——“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
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
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
献。”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辰90周年时，提出的憧憬和愿望。现在已经是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社会主义中国蓬勃发
展、蒸蒸日上，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追求现
代化的新路径。我们没有罪恶的资本原始积
累、没有残酷的殖民奴役压迫，却建立发展了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没有搞
多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民主，却建立起了最广泛
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我们推进经济的现代化、
国家的现代化，更聚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
面进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潮涨潮落中，
一些所谓神话正在破灭，一些所谓光环正在褪
去，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丛林法则撕下了曾经
的伪装，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否决政治”令一
些国家进退失据，难民问题、种族矛盾、贫富差
距至今难以找到答案……世界再次走到了何
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
途问题再次摆在世人面前。

我们深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
终建成，要通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拼搏和
奋斗。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未因一时
的挫折而动摇气馁，从未因目标的远大而停止
前进的步伐。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
去，定能到达。

（四）
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

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
口规模、超广阔的广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
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超级因素”，
既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优势所
在，也伴随着实实在在的挑战：

如何将千万万人口整合起来、避免“一盘
散沙”，如何守护辽阔的边疆、避免四分五裂，
如何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中汲取求新上进的动
力、避免循环僵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
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无比坚实的
支撑、无比丰厚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的血液、书写了历史的新
篇。

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
代谢》中写道：“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
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
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就是古有的大同理
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

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中华文化中，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价值观念，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理念有着天
然的亲和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

“天下为公”的整体观念、“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的无神论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着诸
多契合点。

社会主义学说发端于西方，但社会主义的
神髓却在东西方的时空交错中隐隐呼应。这
是一种文化的融通，也是一种“文明的滴定”。
这看起来是一场思想的偶遇，实际上是历史的
某种必然。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
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标志，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
早的现代国家。这固然是一家之言，却揭示了
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割不断、打不破的纽带。
从“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基因，到“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追求，再到“亲仁善
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这是一种文明传
统，也是一种制度模式，还是一种国家的生存
和发展状态。

当代中国，充分吸收古代中国的历史智慧
和良法善治，大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动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具体到干部培养选拔，巡视巡
察制度，重乡贤、倡家风，都是新的时代条件下
坚守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标注着中华文明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国家强盛才能人民安乐，民族
团结才能天下太平。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宗教
战争、民族纷争，现实中有太多太多国家分
裂、种族仇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弱国乱
邦、何来逸民……有人忧虑，如果没有强大的
党领导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融为一体的中
华民族，中国不知会被肢解成多少随风飘零
的碎片。当今中国用事实作出回答，她以一
个悠久文明的自信和包容，以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了各民族一视
同仁、一律平等，真正“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
在一起”。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经问英国历史
学家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
国家？年迈而睿智的汤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

（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中国有960多万平方
公里土地、56 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
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中国
道路的坚持与宣示，铿锵有力、振聋发聩。

这条路，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追求
和夙愿，凝结着中国人民不懈的追寻和期盼。

这条路，浸染着无数英烈的鲜血和汗水，
浸透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拼搏和奉献。

这条路，接续着五千年文明的不屈和倔
强，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和希望。

这条路来得极不容易，这条路需要倍加珍
惜。

……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
行下去。”

70年弹指一挥间，70年出发再向前，中国
和中国人民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身后是前人寄望的目
光。

我们走在大路上，满怀豪情朝着太阳的方
向。

我们走在大路上，脚踏人间正道、何惧世
事沧桑。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人 间 正 道 是 沧 桑
宣 言

今年9月初，百度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
学研究院、携程、中国天气网、百度百科发布
《2019年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重庆已上
榜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之前携程大数据还显
示，在今年暑期十大夜游人气城市排名中，重
庆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重庆成为热门旅游城市的背后，可以说主
城快速发展的立体交通网功不可没。对到主
城的游客来说，有两个必“打卡点”：长江索道、
轨道交通二号线李子坝站。

这两个打卡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城
市交通从“零”起步到多元化发展的写照。

来自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的数据显示，新中
国成立之初，主城只有11辆国营公交车，截至
当前，主城运营公交线路654条、公交车8700
余辆。城市轨道交通从蓝图到通途，建成运营
313公里、在建208公里，加上索道、皇冠大扶
梯等特色交通工具，城市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
约800万乘次。

城市公共交通实现多元融合发展
公交车车型越来越高大上

解放前，有句民谣描写主城汽车客运落后
状况：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80多岁的市民刘大伟回忆称，上世纪50
年代初，当时主城只有11辆国营公交车。主
城区只有一条线路，即从曾家岩到小什字，
后来延伸到朝天门。郊区的线路只有两条，
一条从七星岗到小龙坎，一条从七星岗到北
碚。

当时的公交车设施非常简陋，没有专门座
位，就是在边窗下安装了两条木板。尽管票价
从一分到一角不等，但对普通百姓来说，那是

“奢侈品”，不舍得坐，出行基本靠步行或坐过
江轮渡。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从上世纪50年代
开始至今，重庆公交车型几乎每十年“换装”一
次，公交车越来越“高大上”，市民出行也越来
越安全、舒适。

如今，主城观光公交巴士新能源公交车，
不仅可以充电、有WiFi，还可扫码乘车。

同时，主城交通也出现多元化发展，主城
各区间的时空距离不断被刷新。

1987年，长江索道建成投入运营。
1996年，两路口皇冠自动大扶梯建成，为

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
……
2005年，我国首条跨座式单轨、西部第一

条轨道线路——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开通试运
营，从此不塞车、不赖站、准点运行的轨道列
车，成为重庆市民出行首选。

截至目前，主城区公交优先道突破100公
里，公交线路数和车辆数分别达到 654条、
8700辆。主城已开通运营8条轨道线，覆盖主

城九区，运营里程位居西部第一。轨道交通3
号线更是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跨座式单轨路
线。

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无缝换乘、扫码出行更便捷

2009年，为适应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城市拥堵，重庆交
通开投集团应运而生，开启了城市交通一体化
发展的序幕。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成立以来，加快推进了
各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加大社区巴士投放力
度，优化公交线路，积极建设枢纽站和公交场
站建设，方便了乘客换乘。

“沙坪坝火车站已经实现了各种交通工具
的无缝换乘，现在坐公共交通出行比开车还方
便。”市民李丽称，以前沙坪坝就是一个“大堵
点”，坐车必堵，现在好了，有了轨道交通和高
铁，换乘非常方便。乘客下了高铁，就可换乘
轨道交通1号线和环线，站内还可换乘公交车、

出租车等。
截至目前，主城区公交轨道接驳线路达

398条，500米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率达95.6%；
公交枢纽站场24座、公交首末站53个、港湾站
3500余个。

为方便市民出行，我市实行了公交、轨道
票制改革，市民持一张卡就可乘坐公交、轨道、
索道等，实现“一卡”通行和“一小时免费换
乘”。不仅如此，目前主城所有公交车、轨道线
路都实现了移动支付，扫码乘车。

今年1月，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8年
《公共服务蓝皮书》中，重庆公共交通满意度入
围全国前十，位列全国第八。

加快“三铁融合”
构建更加完善的城市交通一体化格局

交通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事关老百姓
出行，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有力支撑。

目前，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正按照市委、市
政府各项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轨道先行、公交

优先”理念，并积极构建“三铁融合”的城市公
共交通一体化格局。

根据规划，我市将提速轨道建设，2019-
2022年，我市将开工建设轨道交通372公里，
到2022年实现营运里程“850+”目标。

持续推进公交优先战略，全面提升轨道交
通运能，持续优化公交和轨道的换乘接驳。到
2020年，主城区中心城区500米站点覆盖率达
100%，新增和优化公交线路200条以上，社区
巴士线路达到200条，公里优先道达到210公
里，公交便捷度、舒适度，市民满意度、获得感
进一步增强。

努力构建便捷出行的轨道交通网络，实现
与机场、高铁、市域铁路等无缝衔接、高效换
乘。

同时，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将积极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手段，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提升交
通运营效率，努力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效解
决行车难等问题，不断满足市民高效绿色出行
的需要。

（杨永芹／文）

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庆主城只有11辆国营公交车，而当前主城运营公交线路已达654条、公交车8700余辆；
城市轨道交通从蓝图变通途，已建成运营313公里、在建208公里。主城区公交轨道接驳线路达398条，500米
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率达95.6%，城市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约800万乘次。目前，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正在——

引领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推动轨道、市域铁路和高铁“三铁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