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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
国作出了贡献。”

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年
贺词中专门向退役军人表达关心问候。

一声问候，朴实无华，却穿透荧屏，
瞬间传遍千山万水，让千万退役军人热
血沸腾：总书记惦记着我们、牵挂着我
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退役军人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

念兹在兹，一枝一叶总
关情——

“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有一种身份片刻未曾相忘，有一种

牵挂须臾未曾间断。
在接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

暨2014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见到大家
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一名军转
干部。”

滚烫的话语，深沉的关爱，蕴含着
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深厚的情感。

我国现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一批又一批军

人到地方工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
功立业。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退役军人
到地方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
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
的历史时期，广大退役军人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
儿，取得了骄人业绩。“军转干部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关心、倍
加爱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老兵过得怎么样？工作安排如意
不如意？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没有嘘寒
问暖？退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于心。

2019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天津考察调研，走进和平区新兴街
朝阳里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详
细询问社区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的具
体做法，再次表达了对退役军人的关
心关爱。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
合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保障好。

2019 年 3 月 12 日，在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退
役军人安置、伤病残军人移交、随军家
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退役军人
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400 万名

退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抚恤补助标
准连年提高，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得以接续，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环境不
断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退役军人
寄予了殷切希望。在接见军转干部代
表时，总书记指出，广大军转干部要到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积极适应改
革开放时代大潮，牢记生命中有了当兵
的历史，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岗
位上继续出色工作、活出精彩人生。

这一声声叮嘱，被广大退役军人转
化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
力量。他们奋力拼搏、开拓进取，阔步
行进在人生新的征途上。

湖北战友集团董事长杨建桥，自主
择业后从送菜起步，逐渐把企业做大做
强。2009 年，他被评为全国模范军转
干部。2017年，杨建桥作为20位受邀
的军转干部之一，参加了建军90周年
庆祝仪式。

“每每想起，心里总是充满自豪。”
杨建桥说，“在部队，我是保卫祖国的栋
梁；到地方，我要做民族经济的脊梁。”

更多的退役军人，在各条战线上书
写着各自的精彩：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
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志强，突破
技术难关，成为一名为国争光的大国工
匠；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的甘露，由军
队转战海关，从外行变成内行，成长为

一名国际海关税务专家；济南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排爆中队的张保国，排爆
20年，出生入死，和同事一道守护着一
座城市的平安……

大江东去，岁月无声；脱下军装，奉
献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退
役军人。无论是当年穿着军装保家卫
国，还是现在脱下军装为梦想打拼，他
们都继续秉承军队的光荣传统，以出色
的成绩回报这个伟大时代，回报领袖的
深情厚望。

着眼改革，退役军人工
作迈入新时代——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深度撞击着中

国社会每一个领域。
党领导的退役军人工作，始终紧贴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任
务要求。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退
役军人工作逐渐呈现出职能交叉、政策
不平衡、不统一等问题，也存在着政策
滞后、制度“空白”等缺陷。一些体制性
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成为阻
碍退役军人工作发展的瓶颈。

怎样克服这些问题，开创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以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理论勇
气、卓越才能和驾驭全局能力，一语击
中要害：深化改革。 （下转第四版）

在山西汾阳贾家庄村，有这样一群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为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带头成立农业合作社，组
织起来拔穷根，率先发展农业机械化；

改革开放后，他们在倡导勤劳致富
的同时，放手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全体
村民走上共同富裕路；

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
们再次推陈出新，开辟出一条文旅融合
发展的坦途……

70 年来，这群“年轻人”始终坚守
着共同富裕这条“根”，建设他们的家
乡、描绘他们的家园，使贾家庄在每个
历史阶段都散发出夺目光彩。

“不靠天不靠地只有靠
自己，人心齐，泰山移”

贾家庄的清晨，来得早，且透亮。
在贾家庄早起遛弯儿，总能碰见一

群70岁开外的大爷大娘从“老年活动
中心”出来。他们大多牙掉得没剩几
颗，说话走风漏气儿，但身板儿依然硬
朗，精神气儿十足。他们讨论着国家大
事、村里难事，聊着邻里间的亲密话、体
己话，热闹非凡。

其中，90 多岁的武世雄老大爷声

音尤其洪亮。他是“山药蛋”派作家马
峰笔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主角高占
武的原型。隔着老远，他就笑眯眯地
向我们这些“外村人”打招呼，靠近了，
会细细“盘问”我们今天的安排和采访
进展。

“贾家庄没老人！”当知道记者想从
他们这些“老一辈儿”那里了解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村里情况的时候，武世雄第
一个站出来“反对”——“俺们是新中国
成立、贾家庄‘站起来’的第一代年轻
人，现在也依然不老！”

“乐观、不认输”似乎是贾家庄人骨
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不会随着时间消
逝，只会历久弥新。在第一代“年轻人”
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记者似乎看见
了1953年的那个春天——

下种时令迫在眼前，可贾家庄初级
生产合作社还有300亩农田未及耕作，
原因是严重缺少畜力。农时不等人，种
子再不下地，社员来年就只能喝西北风
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汾阳第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窘境。贾
家庄虽然是“到处都是盐碱地，半点资
源见不着”的特困村，庄稼把式们也许
别的不懂，但试点可是他们争下来的荣
誉，必须誓死捍卫。

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社长贾焕星
站了出来：“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更不能
让别人看咱村初级社的笑话！”他号召
大家“不靠天不靠地只有靠自己。人心
齐，泰山移！”拧成一股绳的社员集体决
定，要用人拉犁、人刨地的“原始”办法
打下春耕这一仗！

第二天，天色没亮，全体社员在党
员的带领下来到田间地头，30 个最壮
的劳力拉犁耕地，100个壮劳力挥镢刨
土，大家伙儿人人上阵，能做什么做什
么，能帮什么帮什么，一刻不停连轴转，
整整大干四个昼夜，把300多亩土地全
部翻耕。

地能下种了，可种子又出现了短
缺。社员们拿出了自家所剩不多的口
粮，有的妇女干脆卖掉做嫁妆的首饰、

镯子去别村买种子……那一年秋天，贾
家庄的“年轻人”用辛劳的汗水换来了
丰收的喜悦——贾家庄粮食总产量创
造历史最高水平。

此后，贾家庄的“年轻人”又盯上了
满眼的盐碱地，带领全村社员打响了治
水改碱的持久战。这一持久战，一打就
是 12 年，先后投工 12 万个，移动土方
42 万立方米，根治碱滩碱地 2650 多
亩。到 1965 年，全村平均亩产达到
816斤。

贾家庄成了与西沟、大寨同样出名
的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单位。而“百把锄
头闹革命”、走“共同富裕”之路成为贾
家庄人一代代坚守的精神意志和信念。

也是靠着这种精神意志和信念，他
们又力所能及地开展农业机械化，让能
工巧匠大显身手，共革新各种机械 19
种34台(件)，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
一面旗帜”。上世纪70年代，他们又以
发展多种经营，受到国务院嘉奖。八九
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贾家
庄大力发展村办企业，集体经济实力迅
速壮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发展
乡镇企业的先进村。进入新世纪以后，
贾家庄更是以工农业快速发展、两个文
明协调推进，成为全国闻名的小康村、
文明村。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7 月
25日，由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
公司研制的双曲线一号遥一长安欧尚
号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按飞行时序将两颗卫星及
有效载荷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民营运
载火箭的新突破。

本次任务的圆满成功，表明星际
荣耀全面掌握了运载火箭总体及系统
集成等多项软硬件核心技术，具备了
运载火箭系统工程全流程、全要素的
研发与发射服务能力，实现了商业模
式的基本闭环，正式启动商业运营。

右图 7 月 25 日，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

汪江波摄（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
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计局25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
示，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文化产业增
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
提高。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
复 、改 造 和 曲 折 中 不 断 发
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
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
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
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极大解放和发
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
繁荣兴盛，公共文化投入力
度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
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2018 年，我国文化产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8737 亿 元 ，比
2004 年增长 10.3 倍，2005-

2018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18.9%，高于同期 GDP 现
价年均增速 6.9 个百分点；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04 年的 2.15%、2012 年的
3.36%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4.30%，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逐年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
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文化投资和消费水平也明
显提高。从投资看，2017 年，
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不 含 农 户）3.8 万 亿 元 ，为
2005年的13.7倍，2013-2017
年年均增长 19.6%，高于同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
速 8.3 个百分点。从消费看，
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
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827 元，
比 2013 年增长 43.4%，2014-
2018 年年均增长 7.5%，文化
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
重为4.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十四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连载⑤

湖北：敢为先 楚天阔
（九至十一版）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山西汾阳贾家庄70年坚定走共同富裕之路——

我们村里有群永远年轻的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逐年提高

我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
成功实施首次入轨发射

军人，在这响亮而崇高的称号
下，看的是初心，担的是使命。摘下
军帽，摘不掉军人的作风；脱下戎
装，脱不掉当兵的信念。从绿色军营
到各行各业，帽徽肩章虽已落下时光
的尘灰，耳畔始终回荡的仍是那段呐
喊了无数遍的铮铮誓言——“服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
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祖国。”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力量。他们在服役期间，把保家卫国
的责任扛在肩上，挥洒热血青春，用
实际行动展现共和国军人的赤胆忠
诚；回到地方，他们继续发扬军人的
优良品德，立足本职工作、积极投身
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为建设美好家园
努力奋斗。

退役军人安置得好不好、政策落
实得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军人权益的
保障、现役士兵训练积极性和适龄青
年的参军热情。关爱退役军人，优抚
退役军人，帮助退役军人解决好实际
困难，不仅对退役军人自身和家庭具
有“安神定心”作用，也有利于吸引
更多高素质人才积极投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事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
退役军人，诠释出这个国家、民族的
良知与温度，也关联着这个国家、民
族的安定与幸福，对大力弘扬和培育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成
全国上下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
言，意义非凡。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不只在于维护好现役军人
的合法权益，还离不开给予退役军人
充分的荣誉和保障。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始终关心关爱退役军人，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想方设法为退役军人排忧解难。从出台退役军人安置优惠政
策，到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到
着手起草《退役军人保障法》；从全面开展悬挂光荣牌活动，到
建立深入乡镇村的退役军人服务站……这些重大政治信号，表明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受到广泛
关注和支持。

新时代，一批又一批退役军人在各自岗位上展现出了新面
貌、新风采，在那些走出军营的日子里，“八一”军徽凝聚的精
神之光依旧闪亮。解决军人后顾之忧，让更多政策红利惠及广大
退役军人，充分发扬“人民军队人民爱”的优良传统，引导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为退役军人更快融入社会、更好干事创业提供有
力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退役军人将持续释放新时代的榜样力
量，期待他们在人生的“第二战场”上勇闯新路、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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