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阐述

主持人康辉：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百家讲

坛》系列特别节目《平“语” 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我是

主持人康辉。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

场的北京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

同学们，欢迎各位。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

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 我们的文化自信当然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强调， 在新

时代要推动中华文化， 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这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率先垂范。 我

想大家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他一系列重要讲话， 还有

文章当中， 无论是谈治国理政的

重大问题， 还是在国际场合阐明

中国的原则、观点、立场，抑或是

在基层和干部群众倾心地交谈，

总书记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史

典籍当中的华章佳句。 不仅对这

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精

准的阐释， 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闪烁着新时代的思想光芒。

而这些华章佳句， 又和习近平总

书记朴素的大众化的语言， 鲜活

地融合在了一起， 真正实现了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百家讲坛》 的这个系列节

目，就是想邀请大家，来重温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的讲话和论述当中

的那些用典。 每一期节目我们会

邀请一位思想解读人， 一位经典

释义人，和大家一起学习思想，领

悟经典，感受平“语” 近人。

每一期的节目， 都会有一个

主题，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一

枝一叶总关情” ，为民，以人民为

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情到深

处，自然而然的一种思想流露，同

时它也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基石。

那么在 “为民” 这个大的主

题之下， 总书记有过哪些重要的

论述？ 这些论述当中的那些用典

体现着怎样的治国之道、 文化精

髓？ 习近平总书记又是怎样身体

力行、切实为百姓做实事的呢？ 这

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解读的

内容。

好，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

声，欢迎本期的思想解读人，北京

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宁教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大家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一个显

著特征， 那就是善于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里面， 汲取治国理政的

智慧与经验。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

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 有许多

关于“为民” 的精彩论述，习近平

总书记不仅很熟悉也经常引用，

而最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比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是

2012 年 11 月 15 号， 他当选为总

书记之后， 在会见媒体记者朋友

时的深情表述。

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 这

个概念出现了 203 次。 困难群众

是他始终的牵挂， 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是他执着的坚守。 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关于“为民” 的论述，

集中起来就是今天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这个思想的内容特

别丰富， 它的要点大概包括这么

几个方面，第一，什么是为民；第

二，为什么要为民；第三，怎样为

民。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总书记

是怎么说的。

第一段落

微视频一：

清代郑板桥， 以画家、 文学

家著称于世， 长期在河南范县、

山东潍县担任知县 。 他重视农

桑、赈济灾民，案无留牍、室无贿

赂、清正廉明，深得百姓拥戴，其

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

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

枝一叶总关情” ， 成为千古流传

的爱民心声。

主持人康辉：

刚刚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是

在 2014 年的 5 月 9 号， 他参加河

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班子的专题

民主生活会的时候， 讲到的一段

话。 就是在这次讲话当中，总书记

引用了清代的郑板桥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

的一首诗， 所以他在很多场合都

引用过。 为什么这首诗会让总书

记如此地重视， 这首诗当中体现

的是怎样的一种爱民和为民的心

声呢？ 接下来我们请出本期节目

的经典释义人， 河南大学王立群

教授为大家做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郑板桥是清代的著名诗人、

学者、 画家。 总书记所引的这首

诗， 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担任知

县的时候所写的。 这个诗的题目

比较长，题目叫《潍县署中画竹呈

年伯包大中丞括》。

“潍县” 是他工作的地方，就

是今天山东的潍坊。 “署中” 就

是在县令的县政府的办公地点。

“画竹” 是因为郑板桥本身就是

一个著名的画家，而且特别喜欢

画竹子，所以他画了一个《风竹

图》。 在这个《风竹图》上，他题

了一首诗 ， 这种诗古代叫题画

诗。“呈” 是呈送。“年伯” 是当

时的一个说法。 什么叫年伯呢？

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 ，同

一年科考考中的人， 这些人的

长辈叫年伯；第二种说法呢 ，就

是说自己的父辈 ， 当年考中进

士了， 那么自己的父辈同榜的

进士也叫年伯。 “包” 是这个巡

抚的姓，他姓包 。 这个“大” 是

个敬称 。 “中丞 ” 是个职官 ，在

清代是指巡抚一类的官 。 最后

的“括 ” 是他的名字，叫包括 。

所以郑板桥就写了这首诗送给

包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 ， 在衙

中，官府之中，听见外面的萧萧的

竹声，萧萧形容竹声的。 “疑是民

间疾苦声” ，“疑是” ， 用得非常

妙。 好像我听到的是民间的百姓

的呻吟之声 。 “些小吾曹州县

吏” ， 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州县小

吏。

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

情” ， 是说这个外面的这些竹子，

无论哪一枝哪一叶， 都关乎着我

的感情。

郑板桥写这首诗的时候，潍

县正在闹大灾。 怎么解决当时灾

民的生活问题呢？ 他搞基建、搞土

建，让老百姓、灾民参加土建。 你

来这儿干活，我就给你钱，就管你

饭， 解决灾民的这个没有粮食吃

的问题， 所以郑板桥这首诗表达

了他非常深切的爱民之情。

主持人康辉：

好。 谢谢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那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让我们对

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这首诗，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总书记浓厚的为民情怀，你

从他的话语， 从他的眼神当中都

能够体会到。 那这种深沉的为民

情怀，又来自于哪里呢？ 习近平总

书记经常会回忆起， 他在陕北梁

家河那七年知青岁月， 他曾经这

样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

学问的地方。

那么总书记说的这个大学问

到底是什么？ 教给他这些大学问

的又是谁？ 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和

梁家河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我

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 郭建宁教

授为大家解读。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什

么是为民？ 为民就要把老百姓的

冷暖时刻挂在心头， 以人民为中

心。

我看过一段关于总书记在梁

家河的采访。 他是这样说的，在我

这一生中， 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

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那革命老

前辈。 还有一种，就是我那陕北老

乡。

2015 年 2 月 13 日，习近平总

书记回到陕西延川梁家河看望父

老乡亲，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那时候我离开了梁家河， 人虽然

走了，但是我的心留在那里。 那时

候我就想，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

会， 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

的工作。

那是 1974 年， 习近平同志在

梁家河修建了当时陕西省第一个

沼气池。 后来呢，又陆续地修建了

42 个沼气池。 这就为当地老百姓

的照明做饭排忧解难， 解决了大

问题。 这个沼气池反响很好、效果

很好。 这是习近平同志为当地老

百姓办的许多实事其中之一。 那

么习近平总书记和梁家河到底有

怎样的血脉联系？ 背后还有哪些

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和细节？ 这

些问题应该说梁家河的老乡最有

发言权。

主持人康辉：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就

特别请到了梁家河的一位村民，

张卫庞张大爷。 我们掌声欢迎他。

好，张大爷，您好，请。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卫庞

张大爷呢， 当年总书记在梁家河

插队的时候，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是在张大爷家搭伙的， 现在的年

轻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搭伙，

搭伙就是把饭钱交到张大爷家

里，然后每天一个锅里吃饭。 那张

大爷跟我们年轻的朋友讲一讲，

当年总书记怎么开始到您家去搭

伙的？

嘉宾张卫庞：

他每个月拿 40 斤粮， 粮食都

搁我们家， 就跟我们家一块儿吃

饭。将近吃了一年，吃到 1975 年上

清华大学为止。

主持人康辉：

总书记当时去上大学的时

候，村里的人特别舍不得他。

嘉宾张卫庞：

舍不得他。

主持人康辉：

全村人都去送他。 您是那几

个送他到县城的年轻后生之一。

嘉宾张卫庞：

因为总书记在梁家河当党支

部书记的时候， 他对梁家河做了

很多的好事， 给农民带来了很多

幸福的事情，所以的话，农民都不

想叫他走。 就在照相馆，延川县一

个照相馆照张相。 14 个人，是你三

毛、他五毛。

主持人康辉：

大家凑钱拍的这么张照片。

嘉宾张卫庞：

凑的五块多钱，照这个相。

主持人康辉：

那时候真年轻。

嘉宾张卫庞：

27 岁。

主持人康辉：

四十几年过去了，大爷，后来

您和总书记又见过面吗？

嘉宾张卫庞：

后来的话见过， 总书记 1993

年回来过一回。

主持人康辉：

后来又见过一次。

嘉宾张卫庞：

2015 年，他又回来了一次。

主持人康辉：

他跟您都聊什么了？

嘉宾张卫庞：

张卫庞，你收入在哪儿？ 关心

收入，我现在有十亩果园，我的果

园就是收入。 张卫庞， 那你发了

吧，那就去看你的果园吧。

他跟过去比没有变， 再糙的

饭他都能咽得下， 再穷的老百姓

他都看得起。 现在还是这个样。

主持人康辉：

再糙的饭他都咽得下， 再穷

的人他都看得起，一直都没变。

嘉宾张卫庞：

一直就没变。

主持人康辉：

所以总书记和梁家河， 这样

一种深厚的渊源， 也就奠定了他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直

到今天，还和梁家河的乡亲、梁家

河的人民， 有着这样的一种血肉

联系。 所以我们也衷心地祝愿我

们梁家河，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所有梁家河的乡亲， 也能像总书

记希望的那样， 和您一样都能发

了。

嘉宾张卫庞：

一个发不行， 要大家发了才

算发了，才算共同致富。

主持人康辉：

没错没错。 谢谢您，谢谢！

确实，四十多年过去了。 无论

是做梁家河的支书， 还是做党的

总书记、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

都没有变， 他始终是黄土地的儿

子。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还有哪些重要

的论述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段

短片。

第二段落

微视频二：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

废在逆民心。 ” 一个政党、一个政

权， 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

向背。

主持人康辉：

这段论述是 2014 年的 9 月

21 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

会上所讲的。 在这段讲话里，他也

有一处用典，那就是“政之所兴在

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那

这句话又出自哪一部经史典籍，

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我们现在

请经典释义人王立群教授给大家

做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这两句话出自 《管子·牧

民》，《管子》 是先秦时期的管子

的有关的言论跟文章的一个总

集，《四顺》是其中的一章，在这

一章中间讲到了 “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关键

讲这个政权的兴废， 最终的决定

因素都是民心。

这个管子讲这个道理， 在中

国古代很多文人都懂， 特别是一

些基层的官员，都懂得这个道理。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后汉书·童

恢传》记载的一个官员，来说明这

个观点。 这个官员叫童恢，他生活

在东汉末年， 童恢受命担任不其

县县令。《童恢传》写了这么两句

话， 说 “一境清静， 牢狱连年无

囚。 ” 这很少见啊！ 一个县里的监

狱中间能有连续很多年不关押囚

犯。 这说明童恢已经把社会的治

安掌握住了。

不仅如此，童恢在任期间，不

其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老虎成

灾。 童恢上任以后，想办法把老虎

赶走，赶到山里去。 这个县很快稳

定下来了。 那么《后汉书》的作者

范晔，写了一段赞语，说“一夫得

情，千室鸣弦” 。 什么叫“一夫得

情” 呢？ 有一个好官员，能够得到

老百姓的喜爱， 千家万户的人都

高兴死了。 政权的兴废在于民心，

而民心的去向在于官员的作为。

主持人康辉：

谢谢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古代的官员可以做到的，那

么今天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

应该做到。 所以总书记对各级党

委政府，都提出了要求 ，要把造

福人民作为最大的政绩，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那接下

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郭建

宁教授，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

人民观。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为什么要为民？ 因为“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

政绩。

以百姓心为心， 与人民心连

心， 焦裕禄的事迹最感人、 最典

型、最有代表性。 焦裕禄的事迹，

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习近

平总书记，在谈到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候，

多次提到焦裕禄。 我们大家都知

道的那首 《念奴娇·追思焦裕

禄》。 这是 1990 年，当时习近平同

志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写的这

首词，大家都很熟悉。“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为官一任， 造福一

方” ，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66 年 2 月 7 号， 新华社播

发了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当时习近平在读初中一年级，是

初一的学生， 思政课的老师就在

班上读这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这个老师读的时

候是几度哽咽，泣不成声。 班上的

同学也都流下了眼泪。 焦裕禄同

志的精神， 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

习近平。

比如他在浙江工作的期间，

他就以“哲欣 ” 为笔名 ，发表了

232 篇短论短评，回答老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他说，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让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看，这里总

书记说得很清楚， 以造福人民为

最大政绩，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人民观、价

值观。

讲到这里， 我想与现场的观

众进行一下交流， 听听我们的观

众朋友对民生这个问题有些什么

样的想法？

好，这位观众，您请。

观众：

郭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

大学的学生。 因为我今年也是毕

业生，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可能就

是就业，就是青年学子的就业。 您

有什么指导，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

一些新的希望或者是要求吗？ 谢

谢老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大的

问题。 我想可能不只是你关注，很

多在座的同学，以后都要毕业，肯

定都会关注。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

句话， 那就是我们要把个人的前

途和命运， 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联系在一起， 担当起我们强国一

代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

要做好民生工作， 就必须建

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比

如说，有的部门提出，马上就办。

有的地方提出，最多跑一次，只进

一扇门。 让老百姓少跑腿，干部多

办事，让人民安心、放心、舒心。

2018 年 3 月 7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共

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人民

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 不快

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

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大家看， 一个是以造福人民

为最大政绩， 一个是千方百计为

群众排忧解难， 这就是我们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就是我

们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 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

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

标准。

那么这样一个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怎么具体贯彻落实

到我们实际工作中呢？ 现在我们

就来听一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

第三段落

微视频三：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

之事，毫末必去。 ” 就是说有利于

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

的事，再小也要除。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

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

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主持人康辉：

在这段讲话当中， 总书记也

有一处用典，就是“利民之事，丝

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 两

个利（厉）字不一样，那么接下来

做的也就截然不同。 那这句话又

出自哪里？ 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含

义？ 我们请我们的经典释义人王

立群教授为大家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这两句话出自清代著名的经

学家万斯大。 万斯大有一本书叫

《周官辨非》。其中《周官辨非·天

官》讲到了这两句话。有利于百姓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危害百姓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 就是说一个要

兴，一个要去！

下面呢， 我们可以举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故事来说明这个观

点。 这个人号称“一钱太守” ，叫

刘宠。 刘宠也是一个官员，他做官

的时候，非常爱民啊。 所有利民的

事都去办，所有害民的事，他都要

把它废掉。 所以深受当地百姓的

喜爱。

做会稽太守的任上， 由于他

干得很出色， 升官到中央政府去

任官。 听说他要走，有五六个头发

胡须都花白的老人， 一个人拿了

一百钱来送他。

这老人见到刘宠以后就说，

他说我们过去的那些官员来到这

儿以后，你只听见半夜，甚至于通

宵狗叫。 为什么呢？官员专等着晚

上老百姓在家休息的时候， 到你

家逮住你，找你要钱，找你收租。

他说我们过去的官员， 在这儿为

官期间，整夜都是狗叫，现在你在

这儿为官几年， 天天晚上听不到

狗叫，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所

以你现在走了，我们太感谢你了，

又留不住你，那么表一表心意吧。

刘宠很受感动，他说我要不收吧，

你们一片心意，我要收了吧，我又

很难收那么多。 这样吧，我取一文

钱，收一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钱太守” 刘宠。 这

一钱，殚精竭虑，为百姓造福；这

一钱，呕心沥血，堵住了恶吏搜刮

民财；这一钱，富可敌国，这一钱

可值家财万贯。

主持人康辉：

谢谢王立群教授给我们的解

读。 那郭老师，您觉得我们经常说

以史为鉴， 又从刚刚王立群老师

的经典释义当中， 我们从过去历

史这面镜子当中， 我们看到的又

是什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广大群众， 包括我们青

年学生，尤其是党员干部，应该学

习历史、了解历史，了解我们几千

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了解我们

的党史、国史。 从中汲取治国理政

的智慧和经验，给社会、给国家做

出更好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康辉：

确实，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

一滴见初心。

那今天我们要为人民谋更多

的幸福， 在当前我们又有哪些主

要的任务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

思想解读人， 郭建宁教授为大家

讲解。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怎样为民？ 那就是要为人民

谋幸福，多做利民之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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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样来适应这个主要

矛盾的转化？ 当前，一个特别重要

的事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

近平总书记有许多重要的论述。

比如说“真扶贫，扶真贫” 、“精准

扶贫， 精准脱贫”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的

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

“精准扶贫” 这个概念，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十八洞村的

时候，首次正式提出来的。 他在十

八洞村还提出，十八洞村的这个扶

贫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

殊化，但是不能没有变化。 十八洞

村的扶贫经验，要可复制，可推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习

近平总书记提到，到 2020 年，在我

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这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讲

完这段话以后， 他又特别加重语

气说了四个字 “一诺千金” 。 到

2020 年，几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贫

困县摘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

力，完成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对

整个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

伟业。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小

康，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内容、显著特征。 它的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其中还不乏很多金句。

比如说“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

绩” 、“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指示，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

到我们改革开放、 社会实践的方

方面面。 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

习，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

民的忧患， 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 向人民交出

满意的答卷， 谱写新时代人民美

好生活的新篇章！

主持人康辉：

谢谢我们的思想解读人、经

典释义人。 “一枝一叶总关情” ，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那

些经典， 我们再度感受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

特魅力！

经典诵读环节

经典诵读人方亮：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

中丞括》·郑板桥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

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

总关情。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习

近平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

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

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

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

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

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稿）

《平“语” 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解说词（第一集）

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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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集围绕“以人民为中心” 这一主题展开，分三个段落。

第一：什么是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所引用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

枝一叶总关情”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总书记曾在梁家河修建第一口沼气池的故事，阐释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实

践。

第二：为什么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总书记

弘扬焦裕禄精神，阐释如何做到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第三：怎么样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十八

洞村“精准扶贫” 的故事，阐释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如何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平“语” 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解说词（第一集）

一枝一叶总关情

整体阐述

主持人康辉：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百家讲

坛》系列特别节目《平“语” 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我是

主持人康辉。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

场的北京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

同学们，欢迎各位。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

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 我们的文化自信当然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强调， 在新

时代要推动中华文化， 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这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率先垂范。 我

想大家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他一系列重要讲话， 还有

文章当中， 无论是谈治国理政的

重大问题， 还是在国际场合阐明

中国的原则、观点、立场，抑或是

在基层和干部群众倾心地交谈，

总书记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史

典籍当中的华章佳句。 不仅对这

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精

准的阐释， 而且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闪烁着新时代的思想光芒。

而这些华章佳句， 又和习近平总

书记朴素的大众化的语言， 鲜活

地融合在了一起， 真正实现了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百家讲坛》 的这个系列节

目，就是想邀请大家，来重温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的讲话和论述当中

的那些用典。 每一期节目我们会

邀请一位思想解读人， 一位经典

释义人，和大家一起学习思想，领

悟经典，感受平“语” 近人。

每一期的节目， 都会有一个

主题，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一

枝一叶总关情” ，为民，以人民为

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情到深

处，自然而然的一种思想流露，同

时它也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基石。

那么在 “为民” 这个大的主

题之下， 总书记有过哪些重要的

论述？ 这些论述当中的那些用典

体现着怎样的治国之道、 文化精

髓？ 习近平总书记又是怎样身体

力行、切实为百姓做实事的呢？ 这

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解读的

内容。

好，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

声，欢迎本期的思想解读人，北京

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宁教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大家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一个显

著特征， 那就是善于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里面， 汲取治国理政的

智慧与经验。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

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 有许多

关于“为民” 的精彩论述，习近平

总书记不仅很熟悉也经常引用，

而最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比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是

2012 年 11 月 15 号， 他当选为总

书记之后， 在会见媒体记者朋友

时的深情表述。

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 这

个概念出现了 203 次。 困难群众

是他始终的牵挂， 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是他执着的坚守。 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关于“为民” 的论述，

集中起来就是今天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这个思想的内容特

别丰富， 它的要点大概包括这么

几个方面，第一，什么是为民；第

二，为什么要为民；第三，怎样为

民。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总书记

是怎么说的。

第一段落

微视频一：

清代郑板桥， 以画家、 文学

家著称于世， 长期在河南范县、

山东潍县担任知县 。 他重视农

桑、赈济灾民，案无留牍、室无贿

赂、清正廉明，深得百姓拥戴，其

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

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

枝一叶总关情” ， 成为千古流传

的爱民心声。

主持人康辉：

刚刚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是

在 2014 年的 5 月 9 号， 他参加河

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班子的专题

民主生活会的时候， 讲到的一段

话。 就是在这次讲话当中，总书记

引用了清代的郑板桥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

的一首诗， 所以他在很多场合都

引用过。 为什么这首诗会让总书

记如此地重视， 这首诗当中体现

的是怎样的一种爱民和为民的心

声呢？ 接下来我们请出本期节目

的经典释义人， 河南大学王立群

教授为大家做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郑板桥是清代的著名诗人、

学者、 画家。 总书记所引的这首

诗， 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担任知

县的时候所写的。 这个诗的题目

比较长，题目叫《潍县署中画竹呈

年伯包大中丞括》。

“潍县” 是他工作的地方，就

是今天山东的潍坊。 “署中” 就

是在县令的县政府的办公地点。

“画竹” 是因为郑板桥本身就是

一个著名的画家，而且特别喜欢

画竹子，所以他画了一个《风竹

图》。 在这个《风竹图》上，他题

了一首诗 ， 这种诗古代叫题画

诗。“呈” 是呈送。“年伯” 是当

时的一个说法。 什么叫年伯呢？

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 ，同

一年科考考中的人， 这些人的

长辈叫年伯；第二种说法呢 ，就

是说自己的父辈 ， 当年考中进

士了， 那么自己的父辈同榜的

进士也叫年伯。 “包” 是这个巡

抚的姓，他姓包 。 这个“大” 是

个敬称 。 “中丞 ” 是个职官 ，在

清代是指巡抚一类的官 。 最后

的“括 ” 是他的名字，叫包括 。

所以郑板桥就写了这首诗送给

包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 ， 在衙

中，官府之中，听见外面的萧萧的

竹声，萧萧形容竹声的。 “疑是民

间疾苦声” ，“疑是” ， 用得非常

妙。 好像我听到的是民间的百姓

的呻吟之声 。 “些小吾曹州县

吏” ， 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州县小

吏。

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

情” ， 是说这个外面的这些竹子，

无论哪一枝哪一叶， 都关乎着我

的感情。

郑板桥写这首诗的时候，潍

县正在闹大灾。 怎么解决当时灾

民的生活问题呢？ 他搞基建、搞土

建，让老百姓、灾民参加土建。 你

来这儿干活，我就给你钱，就管你

饭， 解决灾民的这个没有粮食吃

的问题， 所以郑板桥这首诗表达

了他非常深切的爱民之情。

主持人康辉：

好。 谢谢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那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让我们对

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这首诗，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总书记浓厚的为民情怀，你

从他的话语， 从他的眼神当中都

能够体会到。 那这种深沉的为民

情怀，又来自于哪里呢？ 习近平总

书记经常会回忆起， 他在陕北梁

家河那七年知青岁月， 他曾经这

样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

学问的地方。

那么总书记说的这个大学问

到底是什么？ 教给他这些大学问

的又是谁？ 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和

梁家河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我

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 郭建宁教

授为大家解读。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什

么是为民？ 为民就要把老百姓的

冷暖时刻挂在心头， 以人民为中

心。

我看过一段关于总书记在梁

家河的采访。 他是这样说的，在我

这一生中， 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

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那革命老

前辈。 还有一种，就是我那陕北老

乡。

2015 年 2 月 13 日，习近平总

书记回到陕西延川梁家河看望父

老乡亲，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那时候我离开了梁家河， 人虽然

走了，但是我的心留在那里。 那时

候我就想，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

会， 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

的工作。

那是 1974 年， 习近平同志在

梁家河修建了当时陕西省第一个

沼气池。 后来呢，又陆续地修建了

42 个沼气池。 这就为当地老百姓

的照明做饭排忧解难， 解决了大

问题。 这个沼气池反响很好、效果

很好。 这是习近平同志为当地老

百姓办的许多实事其中之一。 那

么习近平总书记和梁家河到底有

怎样的血脉联系？ 背后还有哪些

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和细节？ 这

些问题应该说梁家河的老乡最有

发言权。

主持人康辉：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就

特别请到了梁家河的一位村民，

张卫庞张大爷。 我们掌声欢迎他。

好，张大爷，您好，请。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卫庞

张大爷呢， 当年总书记在梁家河

插队的时候，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是在张大爷家搭伙的， 现在的年

轻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搭伙，

搭伙就是把饭钱交到张大爷家

里，然后每天一个锅里吃饭。 那张

大爷跟我们年轻的朋友讲一讲，

当年总书记怎么开始到您家去搭

伙的？

嘉宾张卫庞：

他每个月拿 40 斤粮， 粮食都

搁我们家， 就跟我们家一块儿吃

饭。将近吃了一年，吃到 1975 年上

清华大学为止。

主持人康辉：

总书记当时去上大学的时

候，村里的人特别舍不得他。

嘉宾张卫庞：

舍不得他。

主持人康辉：

全村人都去送他。 您是那几

个送他到县城的年轻后生之一。

嘉宾张卫庞：

因为总书记在梁家河当党支

部书记的时候， 他对梁家河做了

很多的好事， 给农民带来了很多

幸福的事情，所以的话，农民都不

想叫他走。 就在照相馆，延川县一

个照相馆照张相。 14 个人，是你三

毛、他五毛。

主持人康辉：

大家凑钱拍的这么张照片。

嘉宾张卫庞：

凑的五块多钱，照这个相。

主持人康辉：

那时候真年轻。

嘉宾张卫庞：

27 岁。

主持人康辉：

四十几年过去了，大爷，后来

您和总书记又见过面吗？

嘉宾张卫庞：

后来的话见过， 总书记 1993

年回来过一回。

主持人康辉：

后来又见过一次。

嘉宾张卫庞：

2015 年，他又回来了一次。

主持人康辉：

他跟您都聊什么了？

嘉宾张卫庞：

张卫庞，你收入在哪儿？ 关心

收入，我现在有十亩果园，我的果

园就是收入。 张卫庞， 那你发了

吧，那就去看你的果园吧。

他跟过去比没有变， 再糙的

饭他都能咽得下， 再穷的老百姓

他都看得起。 现在还是这个样。

主持人康辉：

再糙的饭他都咽得下， 再穷

的人他都看得起，一直都没变。

嘉宾张卫庞：

一直就没变。

主持人康辉：

所以总书记和梁家河， 这样

一种深厚的渊源， 也就奠定了他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直

到今天，还和梁家河的乡亲、梁家

河的人民， 有着这样的一种血肉

联系。 所以我们也衷心地祝愿我

们梁家河，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所有梁家河的乡亲， 也能像总书

记希望的那样， 和您一样都能发

了。

嘉宾张卫庞：

一个发不行， 要大家发了才

算发了，才算共同致富。

主持人康辉：

没错没错。 谢谢您，谢谢！

确实，四十多年过去了。 无论

是做梁家河的支书， 还是做党的

总书记、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

都没有变， 他始终是黄土地的儿

子。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还有哪些重要

的论述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段

短片。

第二段落

微视频二：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

废在逆民心。 ” 一个政党、一个政

权， 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

向背。

主持人康辉：

这段论述是 2014 年的 9 月

21 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

会上所讲的。 在这段讲话里，他也

有一处用典，那就是“政之所兴在

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那

这句话又出自哪一部经史典籍，

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我们现在

请经典释义人王立群教授给大家

做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这两句话出自 《管子·牧

民》，《管子》 是先秦时期的管子

的有关的言论跟文章的一个总

集，《四顺》是其中的一章，在这

一章中间讲到了 “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关键

讲这个政权的兴废， 最终的决定

因素都是民心。

这个管子讲这个道理， 在中

国古代很多文人都懂， 特别是一

些基层的官员，都懂得这个道理。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后汉书·童

恢传》记载的一个官员，来说明这

个观点。 这个官员叫童恢，他生活

在东汉末年， 童恢受命担任不其

县县令。《童恢传》写了这么两句

话， 说 “一境清静， 牢狱连年无

囚。 ” 这很少见啊！ 一个县里的监

狱中间能有连续很多年不关押囚

犯。 这说明童恢已经把社会的治

安掌握住了。

不仅如此，童恢在任期间，不

其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老虎成

灾。 童恢上任以后，想办法把老虎

赶走，赶到山里去。 这个县很快稳

定下来了。 那么《后汉书》的作者

范晔，写了一段赞语，说“一夫得

情，千室鸣弦” 。 什么叫“一夫得

情” 呢？ 有一个好官员，能够得到

老百姓的喜爱， 千家万户的人都

高兴死了。 政权的兴废在于民心，

而民心的去向在于官员的作为。

主持人康辉：

谢谢王立群教授的讲解。

古代的官员可以做到的，那

么今天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

应该做到。 所以总书记对各级党

委政府，都提出了要求 ，要把造

福人民作为最大的政绩，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那接下

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郭建

宁教授，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

人民观。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为什么要为民？ 因为“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

政绩。

以百姓心为心， 与人民心连

心， 焦裕禄的事迹最感人、 最典

型、最有代表性。 焦裕禄的事迹，

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习近

平总书记，在谈到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候，

多次提到焦裕禄。 我们大家都知

道的那首 《念奴娇·追思焦裕

禄》。 这是 1990 年，当时习近平同

志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写的这

首词，大家都很熟悉。“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为官一任， 造福一

方” ，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66 年 2 月 7 号， 新华社播

发了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当时习近平在读初中一年级，是

初一的学生， 思政课的老师就在

班上读这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这个老师读的时

候是几度哽咽，泣不成声。 班上的

同学也都流下了眼泪。 焦裕禄同

志的精神， 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

习近平。

比如他在浙江工作的期间，

他就以“哲欣 ” 为笔名 ，发表了

232 篇短论短评，回答老百姓最关

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他说，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让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看，这里总

书记说得很清楚， 以造福人民为

最大政绩，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人民观、价

值观。

讲到这里， 我想与现场的观

众进行一下交流， 听听我们的观

众朋友对民生这个问题有些什么

样的想法？

好，这位观众，您请。

观众：

郭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

大学的学生。 因为我今年也是毕

业生，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可能就

是就业，就是青年学子的就业。 您

有什么指导， 或者对我们有什么

一些新的希望或者是要求吗？ 谢

谢老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大的

问题。 我想可能不只是你关注，很

多在座的同学，以后都要毕业，肯

定都会关注。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

句话， 那就是我们要把个人的前

途和命运， 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联系在一起， 担当起我们强国一

代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

要做好民生工作， 就必须建

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比

如说，有的部门提出，马上就办。

有的地方提出，最多跑一次，只进

一扇门。 让老百姓少跑腿，干部多

办事，让人民安心、放心、舒心。

2018 年 3 月 7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共

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人民

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 不快

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

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大家看， 一个是以造福人民

为最大政绩， 一个是千方百计为

群众排忧解难， 这就是我们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就是我

们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 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

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

标准。

那么这样一个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怎么具体贯彻落实

到我们实际工作中呢？ 现在我们

就来听一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

第三段落

微视频三：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

之事，毫末必去。 ” 就是说有利于

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

的事，再小也要除。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

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

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主持人康辉：

在这段讲话当中， 总书记也

有一处用典，就是“利民之事，丝

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 两

个利（厉）字不一样，那么接下来

做的也就截然不同。 那这句话又

出自哪里？ 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含

义？ 我们请我们的经典释义人王

立群教授为大家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这两句话出自清代著名的经

学家万斯大。 万斯大有一本书叫

《周官辨非》。其中《周官辨非·天

官》讲到了这两句话。有利于百姓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危害百姓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 就是说一个要

兴，一个要去！

下面呢， 我们可以举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故事来说明这个观

点。 这个人号称“一钱太守” ，叫

刘宠。 刘宠也是一个官员，他做官

的时候，非常爱民啊。 所有利民的

事都去办，所有害民的事，他都要

把它废掉。 所以深受当地百姓的

喜爱。

做会稽太守的任上， 由于他

干得很出色， 升官到中央政府去

任官。 听说他要走，有五六个头发

胡须都花白的老人， 一个人拿了

一百钱来送他。

这老人见到刘宠以后就说，

他说我们过去的那些官员来到这

儿以后，你只听见半夜，甚至于通

宵狗叫。 为什么呢？官员专等着晚

上老百姓在家休息的时候， 到你

家逮住你，找你要钱，找你收租。

他说我们过去的官员， 在这儿为

官期间，整夜都是狗叫，现在你在

这儿为官几年， 天天晚上听不到

狗叫，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所

以你现在走了，我们太感谢你了，

又留不住你，那么表一表心意吧。

刘宠很受感动，他说我要不收吧，

你们一片心意，我要收了吧，我又

很难收那么多。 这样吧，我取一文

钱，收一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钱太守” 刘宠。 这

一钱，殚精竭虑，为百姓造福；这

一钱，呕心沥血，堵住了恶吏搜刮

民财；这一钱，富可敌国，这一钱

可值家财万贯。

主持人康辉：

谢谢王立群教授给我们的解

读。 那郭老师，您觉得我们经常说

以史为鉴， 又从刚刚王立群老师

的经典释义当中， 我们从过去历

史这面镜子当中， 我们看到的又

是什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广大群众， 包括我们青

年学生，尤其是党员干部，应该学

习历史、了解历史，了解我们几千

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了解我们

的党史、国史。 从中汲取治国理政

的智慧和经验，给社会、给国家做

出更好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康辉：

确实，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

一滴见初心。

那今天我们要为人民谋更多

的幸福， 在当前我们又有哪些主

要的任务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

思想解读人， 郭建宁教授为大家

讲解。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

怎样为民？ 那就是要为人民

谋幸福，多做利民之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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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样来适应这个主要

矛盾的转化？ 当前，一个特别重要

的事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

近平总书记有许多重要的论述。

比如说“真扶贫，扶真贫” 、“精准

扶贫， 精准脱贫”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的

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

“精准扶贫” 这个概念，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十八洞村的

时候，首次正式提出来的。 他在十

八洞村还提出，十八洞村的这个扶

贫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能搞特

殊化，但是不能没有变化。 十八洞

村的扶贫经验，要可复制，可推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习

近平总书记提到，到 2020 年，在我

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这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讲

完这段话以后， 他又特别加重语

气说了四个字 “一诺千金” 。 到

2020 年，几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贫

困县摘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

力，完成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对

整个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

伟业。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小

康，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内容、显著特征。 它的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其中还不乏很多金句。

比如说“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

绩” 、“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指示，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

到我们改革开放、 社会实践的方

方面面。 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

习，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

民的忧患， 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 向人民交出

满意的答卷， 谱写新时代人民美

好生活的新篇章！

主持人康辉：

谢谢我们的思想解读人、经

典释义人。 “一枝一叶总关情” ，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那

些经典， 我们再度感受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

特魅力！

经典诵读环节

经典诵读人方亮：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

中丞括》·郑板桥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

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

总关情。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习

近平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

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

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

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

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

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稿）

内容提要

本集围绕“以人民为中心” 这一主题展开，分三个段落。

第一：什么是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所引用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

枝一叶总关情”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总书记曾在梁家河修建第一口沼气池的故事，阐释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实

践。

第二：为什么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总书记

弘扬焦裕禄精神，阐释如何做到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第三：怎么样为民？ 主要内容以总书记引用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为切入点，通过讲述十八

洞村“精准扶贫” 的故事，阐释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如何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