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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惦記着
困難群眾。

人民是共和國的堅
實根基，人民是我們執

政的最大底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人
民日報》今日刊發題為《2019，一起拚
搏一起奮鬥》的評論員文章。文章指
出，時間新故相推一往無前，奮鬥接續
發力永不止步。奮鬥的征途上，一個個
重要的時間節點，正是我們前行的坐
標。
「2018年，我們過得很充實、走得很

堅定。」「2019年，有機遇也有挑戰，
大家還要一起拚搏、一起奮鬥。」習近
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回顧過去
一年全國人民擼起袖子幹、揮灑汗水拚
的場景，展望未來一年的重要工作、奮
鬥征程，向新時代的奮鬥者、追夢人致
意，為美好生活的創造者、守護者鼓
勁，洋溢着信心與決心、情懷和擔當，
凝聚起億萬人民同心逐夢、共創未來的
磅礡力量。
文章說，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
周年。70年披荊斬棘，70年風雨兼程，
我們黨團結帶領億萬人民，創造了波瀾
壯闊、驚天動地的歷史，一個充滿生機
的中國，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巍然屹

立在世界的東方。6年多來的砥礪奮
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我國發展來到新的歷史方位。回頭看看
走過的路，很多人都會感慨，中國走到
今天真的不容易，也會更加堅信，只有
奮鬥才有穩穩的幸福。為了更美好的未
來，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今
天的我們依然需要繼續奔跑、不懈奮
進。
文章指出，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關鍵之年。四川涼山三河村、
山東濟南三澗溪村、遼寧撫順東華園社
區、廣東清遠連樟村……習近平主席在
新年賀詞中深情牽掛困難群眾，也給我
們提出了新的要求。過去6年多來，農
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8,000多萬，每年
都有1,000萬以上的人口擺脫貧困。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
今天的我們不能為取得的成績而沾沾自
喜，更不能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上有絲毫懈怠，必須風雨兼程、再接
再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打下決
定性基礎。

文章進一步提到，拚搏和奮鬥，是打
開未來之門的鑰匙。讓企業輕裝上陣，
真誠尊重各種人才，讓敢擔當有作為的
幹部有幹勁、有奔頭，咬定脫貧目標使
勁幹，關愛退役軍人，為快遞小哥、環
衛工人、出租車司機以及千千萬萬的勞
動者點讚……新年賀詞裡，習近平主席
把關切的目光，投向奮鬥者群體。新時
代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新時代
的見證者、開創者、建設者，涓涓細流
終能匯成大江大海。讓創新創造的源泉
充分湧流、活力充分迸發，讓更多人找
到人生出彩的舞台，精誠團結、共同奮
鬥，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
實現夢想的步伐。
文章最後指出，「乘風好去，長空萬

里，直下看山河。」新年的陽光遍灑大
地，2019年，我們仍需揮灑汗水拚出更
好的未來。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加滿油，把
穩舵，鼓足勁，用拚搏和奮鬥書寫屬於
我們的時代篇章，將人民共和國建設得
更加繁榮富強。

人民日報評論員：

2019，一起拚搏一起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切的

牽掛，不變的情懷。億萬人民在習近平主

席發表的二零一九年新年賀詞裡，回望一

路走來的充實與堅定，暢想蒸蒸日上的生

活，鼓足繼續追夢的勁頭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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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萊西會議』
確立了黨支部在農村基層
組織建設中的領導核心地

位，在之後的發展進程中也進一步證明，只
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走好建設富裕、文
明、民主的新農村道路。」
山東省萊西市國土資源局原黨組書記、原

萊西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周明金是農村基層黨
建「萊西經驗」的實踐創新者，他說，「萊
西會議」形成的「萊西經驗」是黨的理論在
農村的生動實踐。「萊西會議」最大的成
績，就是進一步明確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
導核心地位，確定了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
組織建設工作格局。

黨組織領頭 推鄉村振興
「在新時代繼承和發揚『萊西會議』精神，
關鍵在於進一步加強和鞏固黨對農村工作的領
導，充分發揮好黨組織在農村改革發展中的引
領作用，由黨組織團結帶領廣大黨員群眾，扎
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周明金說。
改革開放初期，萊西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

任制，土地包產到戶後，農民在生產上有了
自主權，村集體功能相對弱化，農民對村黨
支部依賴程度降低，出現了「包產到了戶，
要不要黨支部」等困惑。

當時在縣委組織部分管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工作的周明金，先後9次帶領工作組，採取駐
村蹲點、走村入戶等形式，走遍800多個村、
走訪近萬人次，深刻剖析問題根源，總結提
出了「以黨支部建設為核心，做好村級組織
配套建設；以村民自治為基礎，做好民主政
治配套建設；以集體經濟為依託，做好社會
化服務配套建設」村級組織建設工作法，並
在全縣實踐，形成了「三配套」經驗雛形。
1990年8月，中組部等五部門聯合在萊西召

開全國村級組織建設工作座談會，即「萊西會
議」。會議總結和推廣了「萊西經驗」，從理
論、政策和制度上，確立了以黨支部為領導核
心的村級組織建設工作格局。會議形成的《全
國村級組織建設工作座談會紀要》，成為指導
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周明金：創新農村基層黨建

暖意與熱望在中國大地湧動，凝聚着創造新的更
大奇跡的澎湃力量。

「在四川涼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村民吉好也
求、節列俄阿木兩家人。」
當聽到習近平主席發表新年賀詞時提到自己的名
字，吉好也求和家人激動得歡呼起來。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2018年2月，習近平主

席來到吉好也求家中，仔細閱看掛在門口的貧困戶幫
扶聯繫卡，了解一家人的基本情況、致貧原因、發展
需求和幫扶措施。
往事歷歷在目，喜事潤澤心田。
「習近平主席把我們大涼山的彝族群眾記掛在心，
他的牽掛讓人感動。」吉好也求表示，一年來，村裡
發生了大變化，100多戶貧困戶全部納入易地扶貧搬
遷，住房就要完工，預計2019年春節前就能入住，
新房子有100平方米（約合1,076平方尺）左右。

訪大江南北 不忘困難戶
訪貧問苦，人民至上。
四川涼山、山東濟南、遼寧撫順、廣東清遠……走

遍東西南北，不忘困難群眾。
「他們真誠樸實的面容至今浮現在我的腦海。」習
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深情地說。
看着電視畫面上習近平主席和藹可親的面容，遼寧
省撫順市東華園社區陳玉芳一家的思緒，回到了那個
難忘的場景。

奮鬥為百姓 主席夠親民
2018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來到東華園社區，

實地考察撫順市採煤沉陷區避險搬遷安置情況。在陳
玉芳家，習近平主席關切地詢問搬遷花了多少錢、退
休金和社保能不能按時領取、看病方便不方便、社區
服務好不好。
幾個月來，一想起習近平主席噓寒問暖的情景，陳
玉芳就覺得心裡暖融融：「他的心裡裝着我們老百
姓，講話貼近老百姓，奮鬥為了老百姓。」
武陵山間，貴州省石阡縣五德鎮桃子園村的黨員幹
部們聚在一起，收看習近平主席發表新年賀詞。
談及新年願望，村支書楊昌勇說：「習近平主席提

出的『農村1,000多萬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要如期完
成』，讓我們看到早日擺脫貧困實現全面小康的希
望，鄉親們的日子一定會越過越紅火！」
這是對幸福生活的熱切期待。

走訪百姓聽心聲 駐村幹部拚勁足

■周明金（左二）與村民探討農村基層組織
建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80
多萬駐村幹部、第一書記，這是習近
平主席所說的「工作很投入、很給
力」的一群人。
「一句認可、一句關懷，落在了我

們心坎上。」江西省新干縣堆背村駐
村第一書記黃建軍動情地說，「習主
席的話，是激勵也是壓力，美好生活
是靠奮鬥得來的，我們一定要在黨中
央的堅強領導下，帶領村民脫貧奔小
康。」
定時走訪了解貧困戶需求，打造綠

色農業產業園促進增收，搭建扶貧車
間壯大村集體經濟……吃住在村裡的

這幾年，黃建軍有着許許多多的酸甜
苦辣。不厭其煩地到老百姓家裡做工
作，從不被理解到逐漸被認可，甚至
「村裡狗都混熟了，夜訪貧困戶時迎
上來搖尾巴」，黃建軍說，只要村莊
的面貌能夠煥然一新，吃什麼苦都是
值得的。
基層幹部，這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要傾聽心聲的一群人。

關心化動力 幹實事惠民
「要傾聽基層幹部心聲，讓敢擔當

有作為的幹部有幹勁、有奔頭。」習
近平主席的話語，讓天津市和平區南

市街道慶有西里社區黨委書記、居委
會主任王金榮心裡熱乎乎的。
「黨和國家始終關注、關心我們基

層幹部，很溫暖，很振奮。」王金榮
說，「社區工作連着千家萬戶，我們
要把習主席的關心化作動力，把中央
的好政策落實好，為老百姓多辦好事
實事。」
王金榮說，慶有西里社區將在「一

老一小」上下功夫，為社區老年人建
一座食堂，解決老年人就餐問題；為
社區的學生們開設一個「4:30 課
堂」，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的不斷創
新。

隆冬時節，黑土地上滴水成冰。
吉林省公主嶺市山前村萬欣農民專業

合作社理事長薛耀輝，並沒有跟合作社
的成員「貓冬」（編者按：意指躲在家
裡過冬），而是忙着產品銷售。「我們

的玉米和大豆很受城裡人歡迎，甚至供不應求。」薛
耀輝說，現在的農村一年四季都在忙，幾乎沒有真正
的農閒。
2018年12月31日晚，薛耀輝特意打開電視看習

近平主席發表新年賀詞。「聽到習近平主席說『祝鄉
親們的生活蒸蒸日上，越過越紅火』，心裡特別暖
和。」薛耀輝表示，成立合作社以來，村民實現了增
收致富，通過產業帶動，村裡的貧困戶今年有望全部
脫貧。

幾千公里外的雲南尋甸縣，去年9月成為全省首批
15個摘帽貧困縣之一，功山鎮綱紀村張學林一家也
得以脫貧。
「有了資金和技術支持，去年我養了1,000多隻

雞，馬上就要出欄了。今年等雞賣了，打算擴大養殖
規模，實現小康生活我特別有信心。」張學林說。

民生連民心 民心繫國運
民生連着民心，民心關係國運。
63歲的李保樹當了一輩子農民，沒想到搬進樓

房，成為新市民，在城裡安了家。
在河南焦作市的一個居民小區，李保樹每天起來第

一件事就是侍弄陽台上的一盆盆鮮花。老伴在一旁打
趣說：「每天笑得比花還美。」李保樹接過話茬：
「我的家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溫暖的家』，國家
越來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有滋味。」■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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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村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正在熱火朝三河村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正在熱火朝
天地施工中天地施工中。。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三河村阿基社設置幼教點教彝區兒童學漢語。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吉好也求一家春節前將搬進吉好也求一家春節前將搬進
新家新家。。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心繫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