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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发展面对面》连载⑩
敢问路在何方？走什么

样的路，决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100
多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了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远赴
欧美“西天取经”，东渡日
本寻求救国道路，演绎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之歌。
百年流逝，世事变迁。今日
中国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
点，中国道路、中国奇迹、
中国经验引发越来越多人的
兴趣和关注，许多国家纷纷
向中国寻求发展之道。

“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当代中
国，正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这条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领人
民走出来、干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
续证明，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
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一条走得对、
行得通的强国之路。面向未来，我们要有

“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始终保持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
利前行。

一、中国道路来之不易

道路千万条，管用第一条。只有结合自
身实际开创出一条最合适的道路，才能越走
越畅通、越走越宽广，否则就会画虎不成反
类犬、误入歧途。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围绕“走什么路”进行
了不懈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
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
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
义，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刚开始，我们只能以苏为师，照搬照抄苏联
经验，但很快就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
性，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适
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过
程中，虽然我们也走过弯路，但取得的理论
成果和实践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果断把
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自己的路，开创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 多年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即使在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严峻形势下，
我们也顶住了冲击，牢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旗帜举稳了、举高了，使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使科学社会
主义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
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
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从170
多年中国近现代史、90 多年中国共产党
史、70 年新中国史的历史纵深中，深刻理
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条道路是在艰辛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为了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中华民族经历的
艰辛之重、遭受的苦难之深、付出的代价之
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近代以后，
无数先进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努力一次次碰
壁、一次次失败，他们只能满腔悲愤、仰天

长叹。革命年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是难以想象
的。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49年，党
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
370多万名。建设时期，由于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循，我们也经历过曲折，甚至犯过“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
成严重损失。“人间正道是沧桑。”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
生命、智慧和汗水换来的，是在中华大地铸
就的一条苦难辉煌之路。

这条道路是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出来的。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条道
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
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
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
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
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
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
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直到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
舞台，中国人民才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
新中国，从而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没有对比就难分
优劣。过去100多年，正因为我们都反复比
过了、试过了，才深深感到，中国道路走得
通、走得对、走得好，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发
展中国、富强中国。

这条道路是在深厚历史中孕育出来的。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只有拉
长历史视野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充分认识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和科学性。从中
华民族发展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从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500
年社会主义演进而来的，传承了科学社会主
义的思想真谛，并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写出了新篇章。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
河，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国繁荣发展的
唯一正确道路。

二、中国道路是一条什么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
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
来，其中不乏赞扬的声音。但也有些人提出
质疑，把中国道路曲解为“资本社会主
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
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
国道路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自
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一

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这条道路以实践为基石。实践是人类社

会的基础，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
源。离开了实践，中国道路就成为镜花水
月、无源之水。在长期努力中，中国道路在
实践中接力探索、逐渐完善、不断拓展。无
论是对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还
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
不动摇，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
成还是奋斗目标的清晰明确，等等，都是扎
根中国大地的实践成果，是中国道路丰富内
涵的具体体现，也是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的
不竭源泉。

这条道路以理论为指引。理论犹如光芒
万丈的红日，照亮了国家和民族前行的康庄
大道。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
期，我们既有凯歌行进，也经历过挫折和迷
茫。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高峰还是低
谷，马克思主义总能帮助我们擦亮眼睛，指
引中国道路穿破历史迷雾，不断胜利前进。
中国道路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道路，就在于它
依靠理论指引方向、揭示规律、统一行动，
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偏航。

这条道路以制度为保证。“凡将立国，
制度不可不察也”，说的是制度对于国家治
理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具备完备制度且
依制度运行的道路，才是一条持续、规范、
稳定的道路。70 年来，我们不断推进社会
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
域形成了“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为新中
国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障。我们将进一步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
进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这条道路以文化为底蕴。文化是民族的
血脉和基因，是滋润国家发展道路的精神养
料。它像永不中断的血脉之河，能维系中国
道路绵延不绝；它像宽广无边的智慧之海，
能为中国道路孕育出无穷的创造和力量。包
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
经风雨的洗礼、艰难困苦的磨砺，在人类文
明灿烂星空中放射出最耀眼的光芒。正是有
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国道路才最有韧劲、最
具内涵、最富力量，展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
生命力。

中国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各个维度紧
密联系、相互促进。我们把成功的实践上升
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同
时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政策举措及时上升为
党和国家的制度，还注重发挥文化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作用，从而使中国道路散
发出独特魅力，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
国方案。

三、中国道路好在哪里

2019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
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中意读者会在罗马隆重举行，吸引数百
名中外嘉宾热情参与。截至目前，该书被翻
译成20多个语种，发行到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发行量突破2000万册，成为国
际社会解码中国道路的一扇“思想之窗”。

道路以其独特而魅力四射，因其管用而
活力无限。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问
题，之所以备受他国关注和青睐，就在于其
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奥妙。那么，这条路到
底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民主能够
集思广益，集中可以统一意志，中国道路强
调两者的有机融合，就是要形成团结一致、
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充分发扬民
主，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
映，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另一方面，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整合全社会资源，形
成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新中国
历史上，“两弹一星”、青藏铁路、三峡工
程、南水北调、港珠澳大桥……都是这一独
特优势的充分彰显。

好就好在目标和路径的统一。毛泽东
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
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中国道路既
指明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又提出实现这些
目标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既指方
向，又给路子。比如，党的十九大为未来
30 多年制定了长远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
上，又对短期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从而保证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一步一个台
阶地向目标迈进。

好就好在继承和创新的统一。道路一头
连接着过去，一头连接着未来。没有继承的
路，就像无根的浮萍随波漂荡，迷失方向；
没有创新的路，就会墨守成规陷入僵化，前
途暗淡。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
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有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既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萃取中国历史传
统的精华，使我们的根脉得以延续，又根据
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
新的内涵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好就好在民族和世界的统一。在人类发
展史上，凡是优秀的文明成果，都为整个世
界文明进步作出过独特贡献，也是借鉴其他
文明发展的结果。中国道路是传承中国历史
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独特国情、着眼解决中
国问题而内生出来的道路。同时，中国以开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
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道路是

在学习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
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人
类文明宝库增添了又一个绮
丽的瑰宝。

四、坚定“四个自信”

曾几何时，出国留学一
度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和风
潮，如果谁家的孩子到国外
读书，拿到“绿卡”在国外生
活，就会让人羡慕不已，觉得
他前途一片光明。而如今，
归国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中国

海外学子的热门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
了新中国70年来最大的“归国潮”，归国人数
占到1978年以来回国总人数的七成多。是
什么力量让热潮往相反的方向发展？“良禽择
木而栖。”说到底，就是人们看好中国的发展
前景，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和向往。

自信，就是对自身或自我发展的信心和
认同，从而自觉地坚守和捍卫。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保持政治定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
容易，重要的是认定了，就毫不动摇地走下
去。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个道路，
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
去；有的是思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
心。自信在顺境中易、逆境中难，如何在逆
境中坚持坚守，是一个重大考验。坚定“四
个自信”，就是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
何杂音所扰，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党的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敢于同否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行作斗
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这条人间
正道。

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
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没有深层的精神支撑，
在风雨面前就会迷失方向和目标，摇摇摆
摆、东倒西歪，最终误入歧途。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我们坚定“四个
自信”的精神之“钙”。当前最重要的就
是，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坚定理想信念的首要政治任
务，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对中国道路的坚定自信。

勇于开拓创新。生命之所以生生不息，
就在于它能不断吐故纳新。中国道路也是一
样，它的魅力和活力就在于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应该说，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
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社会主义我
们只搞了几十年，认识和把握还是非常有限
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这就
要求我们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进步，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中国
道路的新境界。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改变命运。走自己
的路，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的
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断发
展的方向指南。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无比
广阔舞台、具有无比深厚历史底蕴、具有无
比强大前进定力的中国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定能早日
实现。

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
——中国道路为什么好？

我和我的祖国

我的家乡在大兴安岭，我父亲是一名护林员。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为

了扑灭那场山火，我父亲和6万名警民一起上山灭
火。我和妈妈在安置点盼望大火早点被扑灭，父亲
可以快点平平安安地回来。直到20多天后，父亲找
到了我们。妈妈上去搂住他号啕大哭：“你可算回来
了！”这个接到命令毫不犹豫、面对山火毫不退缩的
汉子，在见到平安的妻女后，也哭得像个孩子。

即使经历过一次与家人的生死离别，山火过
后，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进林海深处。他说：

“造林不易，守林更难！饭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
日不防！”就这样，他一守就是30年。他用坚定的
身影、踏实的脚步告诉我：“值得！”

2006年，我成为一名水政监察执法人员。一
开始，家人劝我别干这行：“一个姑娘，成天和盗砂
贼打交道太危险！”说真的，我在执法途中被跟踪
过，在盗采现场被人指着鼻子骂过，也差点被狗咬
……我犹豫过，但当我见到由于我们的付出和守
护，污浊的江水变得河清岸绿、鱼翔浅底时，当我
见到生态被严重破坏的江河变得水草丰美、白鹭
成群时，我恍然大悟：我从未后悔过！原来我早已
经从父亲手里接过无形的接力棒，在大兴安岭，父
亲守山，在南粤大地，我护水！

2016年10月份，我们前往广东某村开展联合
执法，却遭遇暴力抗法。他们开着铲车，高高扬起
的铲斗狠狠地砸向我们的执法车，砸了3下。而车
里还坐着我们5个来不及下车的同事。直到警察
鸣枪示警，才逼退了他们，而我的队长李文华同志

却因重伤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这件事以后，朋友问我：“干这行，怕吗？”怕啊！我不仅是一名

水政人，我还是女儿、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不知道还会遇
到什么样的危机，不知道会陷入何种险境；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
先来；我怕来不及告诉家人们，我是那么爱他们！可是，我更懂得：生
态平衡需要我们，绿水青山更需要我们！

父亲守山我护水，我们平凡但却伟大，朴实但却刚毅，艰辛但却
快乐！

我们这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守护者，要让祖国大
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绿水青山”演讲
比赛演讲稿摘登，作者为广东省水利厅副主任科员）

我是一个在林场长大的“林三代”。1996 年，
我父母所在的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负债 4000
多万元，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正当职工们迷茫
时，时任林场场长孙建博面对困难没有逃避、没
有退缩，他对大家说：“虽然我是一名残疾人，但
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从今以后我豁上这条命
也要和大家伙一起干，让咱原山人早日过上好日
子！”

说干就干！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孙建博拖着
一条残疾的腿和职工在工地上搬石头、和水泥、垒
石堰……突然，一不留神，他一脚踩空滚下了山坡，
鲜血立刻从嘴角流了出来。同事们都劝他别干了，
可他咬着牙爬上山坡继续工作。

带着对孙建博的敬仰和对这片林子的怀念，大
学毕业后，我回到原山林场，当起了一名森林消防
员。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参加火情扑救时的场景，
面对凶猛的大火，全体消防员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
外，一起扑向山火最严重的地方。大家的眉毛烧焦
了，衣服烧着了，脸烤得通红，身上划出了道道血

口，而队员们发扬原山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一次又一次
将火焰压了下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鏖战，火扑灭
了，林子保住了。望着累瘫在地上的队友，我心里
暗暗在想：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难道今后要面对
这样的工作吗？瞬间，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脑海
里立刻产生了不想干的念头。

正当焦虑不安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
音在叫我们，只见孙建博带着同事们为我们送来了
干粮和衣物，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我们身边，心
疼地看着我们，如同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他
上前关心地问我：“孩子，饿了吧？”顷刻间，感动的泪
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接着他对大伙说：“同志们，森林防火很艰苦，
而且也很危险，但是咱们林业人要林子。这林子就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贝啊！”是啊，这么多年，一代
又一代林场人，不都是这样工作的吗？

现在的原山林场已经拥有固定资产10 亿元、
年收入过亿元。孙建博还被评为全国林业英雄、齐
鲁时代楷模等。

作为一名党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孙
建博为榜样，始终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林业，奉献给党！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
“绿水青山”演讲比赛演讲稿摘登，作者为山东省淄
博市原山林场专业防火队员）

我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的一名基层
派出所民警，我工作的地方被人们称为“就算坐着
都是一种奉献”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命禁
区。这里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可可西里，它是世
界上最大的无人区，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

那年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成
为一名巡山队员。可到了可可西里没多久，第一次
巡山就让我对这里的好奇感被随之而来的疲劳、头
痛所替代。而我身边的其他队员大多都沉默着，只
能听见他们沙沙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由于氧
气十分稀薄，在这里连说话都是沉重的体力活。

走着走着，我突然觉得眼前的东西变得模糊不
清了，耳朵听不清周围的声音。那一刻，我强烈地

盼望着能有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能煮上一碗热气
腾腾的面条，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我们面对的是艰
巨的巡山任务。饿了，只能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
口冰水，脚步却不能停下来。

在可可西里走路，感觉好像是胸口压了一块大
石头，两脚像被灌了铅一样。最难受的是，肺好像
突然变小了，尽管大口大口喘气，可氧气依旧那样
稀薄，呼吸依旧非常困难。

突然，听见有人喊“到了，到了”，我便一屁股坐
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那时，我们的装备也特别简
陋，连一顶像样的帐篷都没有。休息了一会儿后，
大家在冻土中刨出一个坑来，铺上一张塑料布，这
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虽然很饿，但是我们没有一点食欲。更要命的
是，头疼得像要炸裂。那一夜，我感觉是我一生中
最漫长的一夜。看着头顶上满天的星斗，听着荒野
里凄厉的狼嚎，我突然想：这才是第一天啊，就这么
痛苦，接下来不知道还得受多少苦啊！

那一刻，我后悔了、害怕了、退缩了。想想自己
风华正茂，难道今生就要把青春年华扔在这茫茫无
际的荒野之上吗？我开始想念家人，我哭了。

天亮的时候，当看到熟睡的队友们那一张张坚
毅、安详的脸庞，我感到惭愧：当初不是梦想着要到
可可西里当一名森林警察吗？不是要保护藏羚羊
吗？这才多大点困难就想当逃兵啊！

我悄悄地擦干眼泪，内心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全身的不舒服也慢慢散去。望着东方冉冉升起的
太阳，看着自信、坚定的队员们，我整理好行装，继
续踏上了巡山之路……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
“绿水青山”演讲比赛演讲稿摘登，作者为三江源国
家公园森林公安局当曲保护分区派出所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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