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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袁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尧 原则方
向尧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袁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发表的又一重要讲话袁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尧理论性尧指导性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尧提供了根本
遵循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袁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遥 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国内国
际形势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袁对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建设作出的科学判断袁具有重大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遥

深刻理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的丰富内涵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
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袁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
识袁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两大类遥知识体系是描述特定专业知识总和的
概括性术语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袁就是要自主建设中国特有的哲
学社会科学认识和经验的系统遥这一知识体系
的重要特征是中国自主袁主要表现在院一是立
足中国实际袁解决中国问题曰二是立足中国经
验袁繁荣中国学术袁发展中国理论袁传播中国思
想曰三是鼓励主动思考袁培养自觉行动曰四是注
重原创成果袁倡导开拓创新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强调院野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尧学
术体系尧话语体系冶遥 近年来袁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野三大体系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遥同时也应看
到袁 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存在知识分散
化尧碎片化的突出问题袁尚未建构起系统化尧自
主化的知识体系遥 综合来看袁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应以野三大体系冶建设为理论基础和
支撑袁野三大体系冶建设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为中心内容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当前袁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
解决的新问题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袁迫切需要回答
好 耶世界怎么了爷尧耶人类向何处去爷 的时代之
题遥 冶这深刻揭示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的时代背景遥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袁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
使命遥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袁是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遥这既
是一个动态过程袁也是一个目标追求曰既是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袁也是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途径遥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体现哲学社会科学中国
特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的必然要求袁是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的必然要求袁是回答中国之问尧世
界之问尧人民之问尧时代之问的必然要求袁是使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
之林的必然要求遥

准确聚焦新时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强大的思想力量袁走向伟
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呼唤丰硕的理论创造遥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
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袁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之重尧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尧治国理政考验
之大都前所未有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
变化前所未有袁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
实践课题遥冶进入新时代新阶段袁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遥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袁把握机遇尧应对挑战袁迫切需要以更加自
主的知识体系概括和凝练中国实践尧推动和指
引未来发展遥

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功能袁就是科学
回答时代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袁及时
总结新的生动实践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袁并在
这一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
出院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
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
来的遥冶近代以来袁人类社会围绕现代化这一主
题袁在回答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重大问题的基础
上袁形成了基础性尧整体性的知识体系框架袁主
要包括在特定国家与民族发展历程基础上形
成的经验与模式尧与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
相适应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等遥当代中国的
伟大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
坚实实践基础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
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袁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尧发生历史性变革遥 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后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的概念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的意义尧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等
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袁形成了
许多重要成果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了有力思想和智力支持遥

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袁一方面
需要在遵循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尧上层建
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基础之上袁立足中国实际袁解决中国问题袁从
理论范式尧路径选择尧指标体系等多角度多层
次袁更加坚定自觉地建构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尧
学术体系尧话语体系袁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尧
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袁服务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大局遥另一方面需要随着实践发展
推动理论发展与创新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发展袁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
题和风险挑战遥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袁 迫切需要我们以中国为观照尧
以时代为观照袁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融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袁在不断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尧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
水平尧 不断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袁为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
力和动力袁不断丰富理论内涵尧拓展理论视野袁
形成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尧新思路尧新方法袁最终
实现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尧自我更新和发展完
善遥

不断加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学
理化和系统化建设

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袁既应有自己
的理论学术袁更应有学理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体
系遥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袁哲学社会科学
界迫切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经验袁进一步加强学
理化和系统化阐释袁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袁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历史表明袁社会大变
革的时代袁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
代遥 冶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袁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战略任务袁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遥经过不
懈努力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尧学
术体系尧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袁中国
特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气派愈益彰显袁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学理化尧系统化学术阐
释和思想凝练正在深入推进遥 奋进新征程尧建
功新时代袁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袁进一步丰富尧发展尧
完善各个学科的范畴尧概念尧理论体系袁通过量
的不断扩展和质的不断提升袁将新时代中国发
展的伟大成就及时进行学术化提炼尧学理化阐
释和学科化把握遥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袁之
所以仍然是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大思想袁
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袁为
人类社会迈向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遥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尧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袁注重理论
体系支持要素的完整性尧 系统性和体系化袁既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系
统化的理论说明袁又努力发现和阐发代表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知识遥加强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的学理化和系统化建设袁使之成为一个
公认的具备系统性尧专业性尧严谨性的理论体
系袁是一项基础性尧战略性工程袁需要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尧 付出学术努
力袁持之以恒探索袁久久为功推进遥

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加强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人类社会每一次重
大跃进袁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袁都离不开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遥 冶建构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和意义袁不仅在于
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袁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袁而且在于通过学理化尧系统化的一般性
知识体系建构袁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中
国智慧尧中国方案遥同时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
体系袁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泛吸收借鉴人
类文明优秀成果遥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袁在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不断繁
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袁加快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遥
任何能够获得世界性影响的知识袁必然具

有科学性尧思想性尧实践性遥作为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知识体系建构首先是一种真理
性尧规律性的探索遥进入新时代袁我们党领导人
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袁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袁这契合中华民族发展需求尧体现各
国人民共同心声尧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遥 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袁说明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遥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袁既要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史袁从中华文明璀璨成果和人类历史长河的优
秀成果中汲取营养曰又要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袁不断拓展和充实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内涵曰还要加强文明交流互
鉴袁博采众长尧为我所用袁使我们的知识体系更
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遥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不断推进
知识创新尧理论创新尧方法创新遥通过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积极回应外部关切袁促进国际交流与
合作袁融通中外文化尧增进文明交流袁传播中国
声音尧中国理论尧中国思想袁使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遥推动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袁不仅要讲好中国故
事袁更要将中国经验上升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一般性理论袁为人类文明薪火相传尧创新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遥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任务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
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尧 主义真尧
学问高尧德行正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尧世界之
问尧人民之问尧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袁以彰显中
国之路尧中国之治尧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袁在研
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尧根本性尧关键性的
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尧取得好成果遥 冶这对广
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和明确
要求遥 今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
要意义的一年袁 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袁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将迈出坚实步伐遥 我们要深刻理
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袁 踔厉
奋发袁勇毅前行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袁不断开辟新
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袁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遥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渊国
家行政学院冤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
调袁年轻干部要野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袁树
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袁追求高尚纯粹的思想
境界袁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袁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遥 冶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以野时时
放心不下冶的责任感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尧担当笃行尧建功立
业遥

在常修常炼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年轻干部接好班袁最

重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尧为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
奋斗的班遥冶野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一
辈子的事袁要常修常炼尧常悟常进袁无论顺境逆
境都坚贞不渝袁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遥冶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袁深刻揭示了理想信念的
极端重要性袁精辟阐明了年轻干部成长为对党
和人民忠诚可靠尧堪当时代重任栋梁之才的努
力方向和实践路径遥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遥列宁指出院野只有以先
进理论为指南的党袁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
用遥冶坚定理想信念袁必须持之以恒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坚持
读原著学原文尧悟原理知原义袁坚持联系思想
和工作实际遥既要紧密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袁又要紧密联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曰既要紧密结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实际袁又要紧密联系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曰既要紧密结合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职能职责袁又要紧密联
系自己的本职工作遥 在不断学习中深刻领会
野两个确立冶的决定性意义袁切实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
是年轻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尧 纯洁政治灵魂尧纯
粹思想境界的熔炉遥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袁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
性尧时代性尧原则性尧战斗性袁坚持把严的主基
调传导到基层尧传导到每一名党员干部遥 让党
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越烧越旺袁让年轻干部经
常接受政治体检尧打扫政治灰尘尧净化政治灵

魂尧增强政治免疫力袁使党的理想信念尧道路主
张尧目标任务尧纪律规矩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自
觉尧政治自觉尧行动自觉遥

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遥 毛泽东同志说过院
野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遥冶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见贤思齐袁号召广大青年
向英雄学习尧向前辈学习尧向榜样学习遥在我们
党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袁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烈
士尧英雄人物尧先进模范袁他们的信仰信念尧家
国情怀尧人格风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遥 我
们要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袁通过参加先进事迹
报告会尧阅读先进典型事迹书籍等形式袁坚持
见贤思齐尧择善而从袁不断叩问初心尧坚守使
命遥

在知畏知止中守住拒腐防变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年轻干部必须牢记

清廉是福尧贪欲是祸的道理冶遥这深刻阐明了年
轻干部守住政治关尧权力关尧交往关尧生活关尧
亲情关的极端重要性袁为年轻干部守住守牢拒
腐防变防线指明了方向遥

从怀德自重拒腐防变遥 野腐冶野变冶 源自内
心袁破野心中贼冶袁则野腐冶野变冶不生遥自重要在怀
德袁领导干部要明大德袁对党赤胆忠心尧锤炼坚
强党性曰守公德袁强化宗旨意识尧甘当人民公
仆曰严私德袁正心明道尧纯洁操守遥 怀德方知敬
畏袁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野心学冶袁才能敬畏人
民尧敬畏组织尧敬畏法纪袁止于名利尧止于物欲尧
止于浮躁尧止于侥幸遥 年轻干部要经常对照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尧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经
常对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
党纪袁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尧能不能干袁做到
野见善如不及袁见不善如探汤遥 冶

从遵规守纪拒腐防变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院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遥冶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们党
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袁彰显我们
党对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遥年轻干部要把遵守
纪律规矩贯彻到工作尧学习尧生活各方面袁不断
强化纪律意识袁养成守纪习惯袁不生妄念尧不行
苟且尧不逾规矩遥

从小事小节拒腐防变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院野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袁 最紧要的是守住内
心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冶遥 小事小节中有党性尧
有原则遥 年轻干部要把握野小冶与野大冶尧野量冶与
野质冶的辩证关系袁决不能在推杯换盏中放松了
警惕尧在小恩小惠面前丢掉了原则尧在轻歌曼

舞中丧失了人格尧在野温水煮青蛙冶中麻醉了意
志遥 警惕小事尧管住小节袁不沾不义之财尧不染
不正之风袁守住做人尧处事尧用权尧交友的底线袁
如履薄冰尧如临深渊地走好人生每一步遥
在不懈淬炼党性中树立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遥 冶当前袁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袁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野疫情要防住尧经济要稳住尧发展要安全冶的重
要要求袁要夯实党性这个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
基石袁确保政绩观不出偏差袁让党放心尧让群众
满意遥

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的问题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院野什么是好事实事袁要从群众切身需要
来考量袁不能主观臆断袁不能简单化尧片面化遥冶
我们党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
验政绩的重要标准遥 年轻干部思考谋划工作袁
要关注群众的所思所忧所难所盼曰制定政策措
施袁要把得人心尧暖人心尧稳人心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曰推进工作落实袁要盯住防疫尧就业尧教
育尧医疗尧社保尧住房尧养老尧食品安全尧生态环
境尧社会治安等一个个具体问题袁真正做到想
群众之所想尧急群众之所急遥

解决好创造什么样的业绩的问题遥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袁各级领导干部要野把所有精力都
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冶遥树立正确政绩观袁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袁按客观规律办事袁做到思
路实尧措施实尧抓落实袁吹糠见米尧务求实效曰坚
持野做事冶不野作秀冶袁野造福冶不野造势冶袁重野里
子冶不重野面子冶袁野泽被后人冶不野竭泽而渔冶袁既
做让老百姓看得见尧摸得着尧得实惠的实事袁又
做为后人作铺垫尧打基础尧利长远的好事曰坚持
看群众实际感受尧由群众来评判袁不计较个人
功名袁赢得群众好口碑袁追求历史沉淀之后的
真正评价遥

解决好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院野业绩都是干出来的袁真干才能真出业
绩尧出真业绩遥 冶要坚持目标导向袁着眼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袁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尧贯彻新发展理
念尧构建新发展格局尧推动高质量发展曰坚持问
题导向袁深入调查研究袁探求问题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袁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曰坚持效
果导向袁对长线工作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袁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袁深耕细作尧滴水穿石尧善作
善成遥

在边干边学中练就过硬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德才兼备袁 方堪重

任遥 冶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袁既要德配其
位袁也要才配其位遥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袁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袁 必须练好内功尧
提升能力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遥

提高理论素养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年轻
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袁需要掌握的本领是很多
的遥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遥冶要加强理论学
习袁夯实理论功底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
工作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尧观点尧方法这个看
家本领袁用好这个认识世界尧改造世界的强大
思想武器袁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遥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遥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院野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尧 调查研究能
力尧科学决策能力尧改革攻坚能力尧应急处突能
力尧群众工作能力尧抓落实能力冶遥其中袁政治能
力是第一位的袁调查研究是基本功遥 科学决策
需要有战略眼光尧看得远想得深袁改革攻坚需
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袁应急处
突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心中有数尧
掌控局势尧化解危机袁群众工作需要善于宣传
教育团结带领群众袁抓落实需要想干事尧能干
事尧干成事尧不出事遥 年轻干部要加强思想淬
炼尧政治历练尧实践锻炼尧专业训练袁在本职岗
位上不断提高分析问题的深度尧解决问题的精
度遥

提高实践磨练的强度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袁年轻干部 野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冶遥
所有实际能力的获得都要靠实践袁一个干部能
力强弱袁与其在实践中是否真心尧用心尧虚心有
很大关系遥真心即扑下身子尧真抓实干袁用心即
抓铁有痕尧踏石留印袁虚心即不懂就问尧不耻下
问遥年轻干部要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尧悟真谛袁
在边干边学中提升自己袁在知行合一中增强本
领袁成为本领域本部门的行家里手遥

在无私无畏中担当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担当和斗争是一种

精神冶遥 当前袁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袁
年轻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尧重要指示精神袁事不避
难尧义不逃责袁勇于担当尧敢于斗争袁在挺起脊
梁尧冲锋在前的担当和斗争中经风雨尧见世面尧
长才干尧作贡献遥

无私才能无畏尧无畏才能担当和斗争遥 担
当和斗争折射着一个干部的党性尧作风袁最需
要的是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遥 有了私心尧
私利尧私情尧私欲袁遇到问题很容易瞻前顾后袁
遇到矛盾很容易躲着绕着袁遇到风险很容易上
推下卸遥年轻干部要践行对党忠诚尧为党分忧尧
为党尽职尧为民造福的庄严承诺袁时刻扪心自
问敢不敢扛事尧愿不愿做事尧能不能干事袁干了
什么事尧干了多少事尧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
认可袁切实做到无私无畏尧知重负重遥

充分发扬斗争和担当精神遥担当和斗争是
一种精神袁更是具体的尧实践的遥年轻干部不论
在哪个岗位尧担任什么职务袁都要保持真担当
真斗争的风骨尧气节尧胆魄袁不弃微小尧不舍昼
夜袁一事未成尧寝食难安袁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
的忠诚尧对人民的赤诚遥 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中袁必须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袁充分发扬
斗争和担当精神袁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袁坚
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袁坚决同一
切歪曲尧怀疑尧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
做斗争遥
在培养深厚感情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
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袁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尧
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
血肉联系遥 冶年轻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袁始终保持
强烈的爱民尧忧民尧为民尧惠民之心遥

感情的深度决定着贯彻群众路线的程度遥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遥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院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袁首先要对
群众有感情冶遥年轻干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袁就
要坚持野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冶袁
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尧把群众的事当作
自己的事袁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
人野我将无我袁不负人民冶的崇高情怀遥

贯彻群众路线要体现在一言一行上遥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袁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袁必须融入
血脉中尧落到行动上遥 年轻干部要做到民之所
忧袁我必念之曰民之所盼袁我必行之遥 甘当人民
公仆袁矢志造福人民袁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尧 最困难最忧
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袁
不断实现好尧维护好尧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笃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