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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
饱、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
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
人牵着鼻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
权利浪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
察，他常常揭开贫困户家的锅盖，了解
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研，他深入田间地
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对于浪费
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

心里有着特殊的重量。
50多年前，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

他亲眼目睹过民生之艰。当地老百姓常
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
春耕时，家家户户把仅有的粮食留给种
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

“我当了六七年农民，那个时候我饿
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过什
么样的日子最好，具体目标是什么？”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起当年艰苦的知青岁月。

老百姓当时给了他三个答案：第一
个目标，不再去要饭，能吃饱肚子，哪怕
吃糠咽菜都行；第二个目标，就是吃高粱
米、玉米面等纯粮食；第三个目标，当时
是高不可攀——“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
能经常吃肉”。

几十年来，乡亲们能“经常吃上肉”

的质朴心愿，习近平一直惦念在心。
在梁家河，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

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
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

在福建省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时，他
得知平潭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吃饭困难，
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
斤粮食，坚决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一个小小的玉米团子，看似并不起眼。
在陕北插队时，习近平看到老百姓

吃的是更差的糠团子，就用他的玉米团
子和老乡换，这让一起劳动的老乡非常
感动。后来，当发现老乡并没吃玉米团
子，而把“真粮食”留给壮劳力和孩子，他
心里触动非常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河北省正定县曾是有名的“高产穷

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
斤。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
粮，只好到其他县买高价粮。

习近平到正定任职以后，下定决心
要让人民喘一口气——老百姓都吃不饱

了，还不敢实事求是？于是他就和县委
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
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了
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
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
近平话语平和，却掷地有声。

对粮食不能犯健忘症
2020年7月22日下午，松辽平原腹

地，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
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
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玉米地
一望无边、绿浪滚滚。

这次来吉林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第
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
等大事——粮食生产。

“前年在黑龙江建三江看了水稻，这
次我来看看玉米。”玉米地头，习近平谈
及此行初衷，“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关
键就看秋粮了。今年灾害不少，我很关心
东北这里的农作物长势。” （下转2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
屏拍摄的航天员刘伯明出舱场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
京时间2021年7月4日14时57分，经过约
7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
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
天和核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
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相关报道见5版）

我国空间站阶段
航天员首次出舱

圆满成功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近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前往渝中区，就推
进曾家岩片区治理提升工作进行调研。
他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大力推进城市提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持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功能品质，
加快建设“近悦远来”美好城市，让市民
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幸福。

市领导王赋、陆克华等参加。
新建成的曾家岩大桥南桥头广场紧

邻周公馆，视野开阔，嘉陵江、曾家岩大
桥等尽收眼底，广场上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格外庄重醒目，
不少市民游客来此休憩游玩、拍照打
卡。该项目是“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嘉陵
江岸线贯通工程的组成部分。唐良智察

看广场及公共设施建设情况，同市民游
客交谈，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大家说：

“广场修好了，我们的休闲活动空间更大
了，心情很爽快，就盼着增加一些椅子、
饮水机。”唐良智要求相关部门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为民办实事，尽快解决群众反
映的问题，更好满足市民游客需要。唐
良智强调，要按照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要求，精心做好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
增强广场的通透性，完善配套功能设施，

构建安全便捷的交通系统，把公共开放
空间打造成市民喜欢的公共艺术品。周
公馆后侧坡地游园是典型的坡坎崖地
形，以“海棠花开”为主题，建有200多米
长的步道，两侧种植西府海棠，打造特色
文化山城步道。唐良智拾级而下，察看
步道建设和绿化情况。他说，要把坡坎
崖绿化美化与山城步道建设结合起来，
依托自然本底、顺应地形、融入自然，强
化整体设计和常态化管护，提升市民身

边空间品质。要加强曾家岩片区城市整
体设计，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注重曾家
岩大桥南桥头、周公馆及周边地区风貌
协调，更好融入最美中山四路历史风貌
街区。

唐良智在调研中说，“两江四岸”是
重庆城市发展的主轴。实施“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的重要抓手。

（下转2版）

唐良智在调研曾家岩片区治理提升时强调

持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功能品质
让市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幸福

□任仲平

（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
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
荣！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里的悠悠吟
唱，穿越千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历经百
年沧桑，把全面小康的里程碑树立在复兴之路
上。

对中国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国
家发展巨变的雄壮交响，也是人民笑颜绽放的
鲜活故事。它书写在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
里，书写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书写在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的绿道、不断
改善的居住环境里，书写在让人民生活“一年更
比一年好”的不变追求里……

翻开世界各国的史册，不乏繁华的历史，不
乏骄人的盛世，但鲜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能
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致力于“一个不少”“一个不
落”的全面福祉，能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取得如此
显著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也是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 7.7 亿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
减贫人口70%以上，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
的版图，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人均
GDP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美元到2019 年
突破1万美元，让人均GDP 超过1万美元的世
界人口翻了一番，在14亿多人口的规模下，人
均 GDP1 万美元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更让人充
满信心。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我们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世纪伟业，把光荣与梦想写在了历史深
处；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还要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
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我们身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光！

（二）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感，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油然而生。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

视这个世界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席话，引起了
人们的强烈共鸣。

上了年纪的人，对这样的场景都不陌生：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煤
油灯下，母亲做针线，孩子写作业。那时候，“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就是人们对未来的真切向往。人们所思所盼的是如何解决温饱，梦寐以
求的是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万元户”更是许多家庭奋斗的目标。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
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大，给人
们带来很大震动：“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差距太大，很有
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从“8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要吃好”，从拥挤缓慢的绿皮火车到
闪亮全球的高铁名片，从一针难求的青霉素到向全球提供超过4.8亿剂新
冠疫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5岁提高到77.3岁，钢
铁产量从不够“每人打一把菜刀”发展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
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679亿元增长到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生产生活
的变化，展现着全面小康的深远意义；举世瞩目的成就，构筑起中国人民
的自信基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八国联军攻占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1900年，列

强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庆祝胜利，北京大街小巷遍悬占领军国旗。鸦片战
争后，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国人
饱受欺凌和屈辱，民族自信心更是跌入了谷底，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困
惑：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了解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就无法读懂

中华民族的复兴意志；不理解上百年的苦难屈辱，就难以体会中国人的
小康梦想。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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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各部门单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饱含深
情、意蕴深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

连日来，重庆各部门单位纷纷召
开理论中心组学习、座谈会等，迅速兴
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的热潮。大家认为，在一百年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
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团结带
领人民群众跨过一道道沟坎，取得一
次次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必将更加激励重庆广大党员干
部紧紧依靠人民、牢牢根植人民，继续
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
力。

“始终践行初心使命，
努力争取更大光荣”

“听到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时，我尤其受到触动。”市

大数据发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谭
名扬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穿坚定的人民立场，作为党员要积
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始终践行初心使
命，多为群众办实事，努力为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市大数据发展局春节假期立
即组成党员先锋队，7天时间开发上
线‘渝康码’方便居民出行，并持续迭
代升级助力复产复课复市。”他表示，
该局将进一步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融
合提升，抓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打
造和渝快政推广应用等重点事项，努
力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彰显出百

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饱含着大
国领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
情怀。”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表示，面
对新的赶考之路，铜梁将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全面推
进交通提速、产业提质、城市提升、乡
村建设“四大行动”；走好新时代的群
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传承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着力建设高素质党员
干部队伍，筑牢政治忠诚之基；全面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让人民群众在高
质量发展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下转2版）

新征程上，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践行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2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3版刊登习近平的小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