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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齐中熙、赵文君、王优玲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这是一张回答了 70 年的时代考卷。
70 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迈开“进京

赶考”的步伐。
70 年来，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
斗。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人民，永远是共和国鲜明
的底色。

这是始终不渝的信仰：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申纪兰，一位 90 高龄的老人，在新中国 70 年
历程中被许多人所熟知，很大部分原因，是她还有
另外一个“名字”——人民代表。

从 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她参
加了历届历次全国人代会。

回想起当年第一次来北京开会时的情景，老
人记忆犹新。

“那时都是羊肠小道，两边沟很深，连毛驴都
不敢骑，怕摔下山去不成北京了。”申纪兰拉着毛
驴走了 7 个小时才到长治，几经周转，又花了 4 天
才到北京。

“现在是翻天覆地啊。”申纪兰历数起家乡的
变化：村里路修好了，坐车 1 个小时就能到长治；
山上种满了树、建起了森林公园；人均纯收入近万
元、很多人家住进了两层小楼……

“旧社会农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活不成人
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世道变了，人民当家作主了。”
申纪兰发出肺腑之言。

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
辟地。

这是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
98 年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

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
70 年前，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夜，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 年 9 月，1200 多位各地选举产生的全
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
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不断探索的生动实践——
1998 年 12 月 23 日，虽已隆冬，但在江苏省

江阴市周庄镇孟巷村，却涌动着一股暖意。
一大早，全村 1156 名村民穿着整齐，喜气洋

洋地来到投票站，依据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直接选举“村官”。

当年，年近六旬的胡素珍拉着６岁的孙女来
选举，她高兴地说：“为了子孙后代，今天要好好投
这一票。”

20 年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再次作出修订。

70 年来，我国不断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
有序参与，使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意愿的制度更加
健全、形式更加多样、渠道更加通畅。

数据显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
人、农民代表占到了代表总数的 15 . 7%，与上一
届相比提高了 2 . 28 个百分点，更多来自基层的
声音因此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这是人民至上的中国情怀——

从事建筑行业的倪梓捷，这辈子也忘不了四
年前他在异国他乡登上中国军舰的那一刻。

2015 年初，也门安全局势开始急剧恶化。随
着战火蔓延，在也门的中国公民处境日益危险。倪
梓捷所在的项目驻地附近，就曾在一天内连续遭
受 30 多次炸弹袭击。

危急时刻，中国政府果断作出撤侨决定。在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迅速
驶向也门紧急停靠。

“感谢祖国！关键时刻，才感受到人民在国家
心目中的位置，危难之际，才体会到祖国是最坚实
的依靠。”踏上祖国军舰，如同踏上了祖国领土，那
一刻，倪梓捷热泪盈眶。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
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

这是始终如一的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

小手紧握铅笔，双眼直视前方——苏明娟在
1991 年中国希望工程宣传照上，一双充满强烈求
知渴望的“大眼睛”，引发了人们对失学儿童的
关注。

祖父母是文盲，父母初中毕业。而苏明娟在
“希望工程”资助下，顺利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
学业，后来又考入安徽大学，毕业后顺利就业，如
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春华秋实。新中国成立
初期，4 . 5 亿人口，80% 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
学率只有 20%。2018 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达到 99 . 9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1 . 7%。我
国用 20 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
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
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亿万人民通过受教
育实现了改变命运、完善自身、创造美好生活的
愿望。

教育进步，只是我国民生成就的一个侧面。
从“蜗居”到“宜居”，从“吃饱”到“吃好”，从“行路
难”到“一日千里”……回首 70 年壮丽征程，民生
领域发生了令世人赞叹的变化。

69 岁的李焕财曾是黑龙江鸡西市的一名煤
矿工人。一年前，他从采煤沉陷区棚户区搬离，人
生中第一次住上了楼房。

受益于国家棚改政策，截至目前，黑龙江省
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四大煤城约有 40 万
人像李焕财一样搬离了棚户区。

通过住房保障工作，约 2 亿困难群众圆了
“安居梦”，改善了住房条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变
化，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教育、住房、医疗、就业、养老……民生热点
难点，就是党和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斗穷 70 年，1 年胜千年，皇帝不管饱，还是
现在好。”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李家焉村高爱平用
一个顺口溜形容现在的新生活。

李家焉村有 30 多户人家，祖辈都住在一个
山顶上。高爱平回忆说，以前的人穷得看不起病，
大病小病都要靠上山挖草药。爷爷就是挖草药时
掉下山崖摔死的，后来父亲因病去世，没活过
50 岁。

2018 年，他家终于脱了贫，下山搬进了新房
子，独门独院，能洗热水澡，能用燃气灶。

“现在贫困户看病政府给兜底，在县里住院
看病一个人一年自付不超过 1000 元。”高爱平觉
得，这给农民带来的改变最大。

无边光景一时新。保民生、惠民生，各项民生
指标日新月异。

一张世界规模最大、覆盖率达 98%、惠及
超过 13 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已全面建立；

基本养老减少“后顾之忧”，截至 2018 年
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 5 . 24
亿人，有 4900 多万贫困人员直接受益；

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人均预期
寿命从 35 岁增长到 77 岁，比 70 年前翻了一倍
多……

人民要求更好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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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
郑重宣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赤诚为民的博
大情怀。

这是始终不懈的奋斗：

为了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辉煌凝结着奋斗的艰辛，成就映射着时代
的变迁。70 年，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中
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新时代、新期待、新作为。
站在新起点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所在、幸福所在。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让贫困地区群众不

断得到真实惠——
“楼上安居，楼下乐业是把农民变市民的关

键之步。”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旺家花园社区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旺家花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罗焕楠说。为保障易地扶贫的搬迁户有活
干，在推荐务工之外，社区还设立了公益岗位，
建立了“扶贫微工厂”。

53 岁的李廷娥曾患有小儿麻痹症，如今成
为“扶贫微工厂”里的一名女工。“在老家时，只
能待在家里，守着残疾补助和低保过日子。而在
这里，只要不懒，就会有工作。”她说。

建设美丽中国，答好发展与民生互促共进
的答卷——

两层楼房窗明几净，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庭
院内蔬菜长势喜人，屋后小河流水潺潺，远处山
峦隐约可见……

这里不是景区，而是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

永茂圩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
“过去我家用的是旱厕，搭两块板，稻草盖

一盖，苍蝇、蚊子多得很。后来改了水厕，但没有
化粪池和排污管道，脏水就往小河里面流，天气
一热味道还是不能闻。”小院主人洪家勇告诉
记者。

2013 年底，世业镇开始自建排污管网，第
一个完工的自然村就是永茂圩。老洪家的厕所
与地下污水管网连通了，汇集的粪液进入三格
化粪池，除了第三个格子的粪水直接用来浇地
施肥，其余的集中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

“冬天不冷，夏天不臭”，一间厕所的变化，
让城里的孙子孙女爱上了爷爷家的小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推动高质量发展，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这个关键点，立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实现从“有没有”到“好
不好”的美丽转身。

过去的辉煌属于人民，未来的征程依靠人
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革命年代，老百姓
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人。“人民”二字，重于千钧。

改革开放以来，小岗村 18 名农民的“红手
印”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源于人民群众的创
新创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新中国
发生历史巨变的根本依靠。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
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
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
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和人民群众
共命运、心连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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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中国·70 年启示录

▲ 9 月 21 日，在西藏山南市洛扎县洛扎镇新建成的次麦社区边境小康村，村民代表举行仪式领新居钥匙。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胡浩）教育是民族振兴和
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70 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全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先
导性贡献。

更完备——
形成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

化教育体系
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现场，代表中国

出征的中国十九冶员工赵脯菠夺得焊接项目
金牌。

这个 1997 年出生在四川凉山一个小村庄里
的小伙子，初中毕业后来到攀枝花技师学院，在这
里习得一技之长。从此，在闪耀的弧光中，他点亮
了自己的技能人生。

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
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发展教育事业，在中国共
产党执政兴国的宏伟蓝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新中国教育是在极其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
1949 年，我国 80% 人口是文盲，高校在校生仅有

11 . 7 万人。经过 70 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已形成了
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2018
年，我国幼儿园数从 1950 年的 1799 所增加到
26 . 67 万所，在园幼儿数从 14 万人增长到 4656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 0 . 4 % 提高到
81 . 7%，已经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法，全面完成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我国加速走过了西方国
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实现了对世界的
庄严承诺。2018 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学校 21 . 4
万所，在校生 1 . 5 亿人，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
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发展，体系结构
趋于合理，普及水平不断提高。2018 年，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1 . 1% 提高到 88 . 8%，已
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1977 年正式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高
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道路；1999 年开始实施高等
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入学机会
大幅提升。2018 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 791 万
人，毛入学率已达 48 . 1%，即将跨入高等教育普
及化发展阶段。

——以就业为导向，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崛起，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
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服务产
业、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
2018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 . 88 万

所，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 2 . 76 亿人，我国教育总
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更公平——
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

对未来有希望
拿到广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广西桂平

市江口镇胡村的罗雨婷非常开心。尽管家里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但罗雨婷并不需要为上学的钱发
愁，因为她已经成功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

不仅仅是罗雨婷，也不仅仅是广西，全国各地
的贫困家庭学子都能享受到一系列助学政策，享
受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从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赋予普通人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到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
全面部署，再到全面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教育公平
的模样逐渐清晰：

全国 99 . 8% 的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
学条件达到“20 条底线”要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许多农村学校成为当地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
与，覆盖从学前至研究生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设立学生资助项目 30 余个，困
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受益学生达 3700 多万人，农村学生营养健
康水平得到提升。

基本形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
班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
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残疾学生受教育
机会不断扩大。2018 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
校 2152 所，比 1953 年的 64 所增长了 30 多倍。

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的国家专项、地
方专项和高校专项三个专项招生计划规模，从
2012 年的 1 万人增至 2018 年的 10 . 38 万人，
初步形成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
校的长效机制。贫困地区与农村地区学生接受
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显著扩大。

更优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1985 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确定每年 9 月 10 日为教师节，开启了我国尊
师重教新纪元。35 年来，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不断深化，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层次结构不断

优化，为创新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各级专任教师从 1949 年 93 . 4 万人增长

到 1673 . 83 万人。在学历上，相比 1985 年，小
学、初中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分别增
加了 61 . 59 个百分点、80 . 59 个百分点。

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为教育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是我国教育发展
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
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努力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多年来，我国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学生素质
得到全面发展。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体
系和教育质量监测机制得以建立。国家先后实
施“ 211 工程”“ 985 工程”“高等学校创新能力
提升计划”“‘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重点建
设项目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0 个人中有 8 个是
文盲，到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3 . 3
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
本普及小学教育，到如今即将普及高等教
育……教育发展的巨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教育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向着
教育强国阔步前行。

从“80% 人口是文盲”到教育总水平跃居世界中上
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巡礼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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