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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园地★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如何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关乎一个政党的性质，也决定这个政党的前途命运和

兴衰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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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自始至终

把“人民”作为砥砺前行的坐标和动力源，跨过一道

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用实际行动有力

地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之问。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初心和使命。

红军长征途中，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

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

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的人。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的忠实代表，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地体现到党的

全部奋斗之中。

三位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虽然不久就被反动

派抢走烧掉，但带给徐解秀老人的却是永生难忘的温

暖。她用“半条被子”的故事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感

党恩，跟党走。

2018 年 9 月，沙洲村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脱贫。如今靠着扶贫农庄、光伏发电项目及红色旅游，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5000 多元。“‘共产党是好人，

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只要跟党走，好日子在后

头’，曾祖母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在沙洲村得到印

证。”沙洲村党支部书记、徐解秀的曾孙朱向群说。

中国共产党风云激荡的百年征程，就是一部共产

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光辉历史。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七大”通过了毛泽

东的政治报告，并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

党的宗旨写进了党章。之后，历次党代表大会都坚持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写入党章，“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面鲜艳的旗帜，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

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黄大年……

他们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公而忘私、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不朽丰碑。历史充

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始

终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政党。

四川大凉山，阿土列尔村。悬崖峭壁上，17 条藤

梯的痕迹还清晰可见。穿上节日才穿的衣裳，344 名

村民走下新修的 2556 级钢梯，翻过了那座压在头上的

贫困大山。

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山沟两岔穷圪垯，每

天红薯包谷粑”，这是孔铭英嫁到村里后学会的第一

首苗歌。如今，家里创办了“巧媳妇”农家乐，她在

厨房亲自掌勺，一天要招待好几拨客人。

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一个深山峡谷里与世隔

绝的少数民族，在皑皑雪山和茫茫林海之中，渐渐有

了第一条公路、第一座隧道、第一栋安居房……独龙

族实现了“一步千年”的跨越。

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使中华民族千年夙愿梦想成真；再到奋力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

民……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日子越过越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就是人民的心。这些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就在

于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牢记我

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始终把人民幸福镌刻在通向

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坚持唯物史观，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民族复兴的历

史伟业，是中国共产党与此前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完全

不同的立场品格，也是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的

显著标志。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

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里格梧桐

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

个再回山……”1934 年 10 月，8 万多中央红军主力踏

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根据地百姓上演了送别红军的感

人一幕。八十多年来，这首《十送红军》唱遍全中国。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

历史。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

与各族人民群众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充分互动、相互



信任，创造了人间奇迹，书写了英雄史诗。

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每一次重大关头，我们党都

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战胜困难、赢得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

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

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船划出来的……正是因为紧紧依靠千百万真心实意

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才最终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70 多年过

去了，我们党交上了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在新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党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

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越是重大挑战面前，越要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带

领人民。2020 年，在可歌可泣的抗疫斗争中，数百万

名医务人员奋战一线，400 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日夜值

守，180 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

织冲锋陷阵，7955.9万名党员自愿捐款83.6亿元……

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数字，记录下战疫英雄在各自岗位



的勇敢与奉献。顾全大局的广大群众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自觉遵守防控部署，戴口罩、勤洗手、不聚

集，合力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渠道。世卫组织总干

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感慨地说：为了自己的国

家和世界的安全，每一位中国人都展现了强烈的责任

感与合作精神。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所具有的

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力量源泉。

党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我们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

植根人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

坎，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始终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使我们党永远

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

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战争时期，这首《苏区干部

好作风》歌谣，在苏区上下广为传唱，成为当年苏区

干部优良思想作风和过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

正是凭着崇高的革命理想、鲜明的人民观点和清

廉的作风形象，苏区干部赢得了劳苦大众的真心爱戴



和铁心跟随，进而打造了中国革命坚不可摧的“铜墙

铁壁”。

“苏区精神”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廉

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党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胜利之时向领导干部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

人民监督；二是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

三是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社

会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一点就在于党不断进

行自我革命，培育并坚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

实际、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汇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020 年 11 月 28 日，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桥

铺镇，该镇党委书记文树林一大早就来到石桥社区农

贸市场，最近有人反映该社区有违规摆摊问题，文树

林挑了个周末来了解情况。到村居社区走一走，现场

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是文树林的一个习惯。

“现在大多数会议基本上半个多小时就能结束，

从冗杂的会务中抽身，到现场去看一看，能发现很多



原来在纸面上发现不了的问题。”文树林说，会风、

文风的转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具体落实。

这场深刻变化源自 8 年前的 12 月 4 日，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出台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

“八项规定”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

落地生根，推动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好转，成为

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对维护党中央权威、

增强党的向心力，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

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不断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始终信任党、永远跟党走。

“我的家乡是山清水秀之乡，但近年来随着经济

发展，一些大老板们在美丽的农村中违规占地建设别

墅……”6月 1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设的“纪

委请您来出题”活动公布了第八批回复。一位网友反

映的农村违法占地建别墅问题得到了详实解答。

4月 22 日，“我为群众办实事?纪委请您来出题”

专栏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客户端

等平台上线启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过该专栏面向

全社会公开征集“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选



题，找准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严查

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

问需于民，以知群众所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

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能把握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

部门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江山就是人民。这江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

下来的，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纲领有目标，有能力有行动，

是实干党、行动党，是人民的党。只要我们始终牢牢

植根人民，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带领人民在实现中国梦

的道路上凯歌行进。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百年信物 | 铁路信号的“活化石”

在京张铁路青龙桥站，静静摆放着一盏三面玻璃、

一面铁门、盖若雨伞的四面方形煤油灯。这盏特殊的

煤油灯，在铁路信号系统里称作“号志灯”，应用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铁路信号的“活化石”，就是

中国通号的“红色信物”——新中国第一代铁路信号

灯。

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

铁路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先进信号系统的支持。1909

年，京张铁路建成，行车时速 35 公里左右。直至新中

国成立，这条“争气路”上的行车设备依然落后，信

号机靠煤油灯显示，运行速度无明显改善。每晚天黑

前，信号员都要爬到臂板信号机高高的杆子上面，将

手中的煤油号志灯点燃、挂上，靠它发出的火光调度

列车运行。

依靠自力更生，中国人能建成“争气路”，也能

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先进的信号系统。为解决因铁路

信号制式不统一、显示混乱影响运行效率的问题，1952

年，原铁道部决定实施“改新显示”改革。1953 年，

中国通号前身“铁道部通信信号工程公司”成立，中

国铁路通信信号技术发展开启自力更生、自主创业的



崭新篇章。

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1954 年，我

国仿制生产出第一台色灯信号机；1965 年，研制出中

国首个电气集中联锁系统；2003 年，制定了中国首个

高铁列车运行控制技术标准……几代科研人胸怀“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边引进

消化吸收，一边自主创新，相继完成国家轨道交通列

控系统的迭代升级，并建立起自己的“列车运行控制

技术标准（CTCS）”，彻底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主要铁路干线列车通过的允许速度从几十公里提高到

三百公里以上，助推我国大跨步进入高铁时代。

中国速度，基于创新。作为高铁“大脑和中枢神

经”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其核心技术长期被德、法、

日等少数国家垄断。为实现突破，中国通号建设了全

球仿真规模最大的轨道交通列控系统综合实验室，累

计积累的案例库超过 34000 个，超过国外企业总和。

2018 年，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时速 350 公里高铁

自动驾驶系统（C3+ATO）顺利完成实验室测试，进入

现场试验，成功打破国外垄断。此后，依托世界领先

的列控系统，一列列时速最高达 350 公里的高铁列车，

穿山越湖跨海，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中国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从

最初的煤油灯、红绿灯到如今的计算机信号控制系统，



从时速35公里到时速350公里……中国铁路列控系统

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轨道交通产业完成

了从成品引进、学习仿制到自主创新的华丽转变。现

在，我们不仅可以自主研制，而且能比别的国家更先

进。

中国铁路信号技术自力更生、创新创业的历史，

对于今日发展仍有启示意义。70 余年来，在国家发展

铁路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发展需求下，一代代铁路科研

人员自力更生、接续奋斗，持续创新创业，推动铁路

信号技术真正实现从零发展到引领世界的巨大科技飞

跃，改写了铁路运输在中国的面貌和对于中国的意义，

创造了现代化发展的东方奇迹。抚今追昔，自力更生

正是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伟大跨越的“密码”。

如今，出于运输效率和安全的需要，“号志灯”

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它那摇曳在夜色中的焰火，

点亮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创新创业引领全球轨道交

通民族产业的熊熊火炬——悠悠火光为证，中国将继

续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科研攻关，把核心技术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赢得竞争、发展的主动权，以永

不停滞的创新连通更可期待的未来。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