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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6版）
在这儿，我们不妨简单地列举一下。

比如说，我们首先看经济建设。过去这些
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到
2019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
了9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已经超过了1
万美元，我们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30%。

再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过去
一些年也取得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
些成就。在这里，我特别想介绍一位追梦
太空的科学家，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同志。

2020年 5月 5日18时，我国近地轨
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
五号B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
成功。这标志着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
战告捷，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
正式拉开序幕。

1992年 9月，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
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经过二十
多年的发展，共有六艘载人飞船、五艘无
人飞船和两个空间实验室被送入太空，
有十一名中国航天员、十四人次进行太
空飞行并安全返回，圆满完成载人航天
工程第一步、第二步全部既定任务。

在周建平近三十年的航天职业生涯
中，他参与了1992年关于载人航天工程
可行性的论证，见证了“神舟一号”到“神
舟十一号”的升空，也从一位参与者成为
如今的“主心骨”。如今，他与同事们正在
为第三步——空间站阶段任务日夜忙碌。

周建平同期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返回的时候，应该说非常关
键的是我们的防热的问题。防热结构的
这次制造、总装，包括试验方面的情况，
都做完了吗？你们都复核确认了吗？”

周建平同事同期声：“对。这些都已
经复核确认了，所有的工艺也是通过了
鉴定。”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这艘飞船，就是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的新一代载人
飞船试验船，在未来，它将承担中国空间
站运营和载人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5月
8日，试验船的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
区域成功着陆，标志着这次试验取得圆
满成功。

周建平同期声：“我们将依托中国的
空间站，把它建成一个国家的太空实验
室。航天梦的梦想，第一个目标就是强
国、强国梦。航天的发展、航天的强大、航
天的进步，是我们国家强大、国家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太空探索永无
止境，航天强国梦想不止。一代代中国航
天人，在追梦的道路上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奇迹，周建平院士也将带领着他的团
队继续逐梦太空。

主持人康辉：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
也特别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先生请到了《平

“语”近人》节目的现场，掌声欢迎他。
周总师您好！
您是见证了从“神一”一直到“神十

一”。很多朋友熟悉那句话：“梦想还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您觉得对中国航
天人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梦想是
一定有的，因为一定会实现。”

周建平：是的。我们中国航天应该说
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正是在怀
抱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要为国家的发
展，为国家的进步，为国家的强大作出我
们航天人的贡献。

说到远一点的事情就是“神舟一
号”。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技术、能
力和现在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我
们“神舟一号”又是一艘试验飞船。我们
航天人应该说打破了研制的常规，也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加
入那个队伍，当成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
很多老同志抱在一起，热泪盈眶，眼泪

“唰”就流下来了。那时我真感到这个事
业很伟大、很神圣，也很光荣，也相信我
们的能力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主持人康辉：您看，二十年前，“神舟
一号”发射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
我们要突破很多很多的困难。但二十年之
后，中国载人航天已经发展到了我们拥有
很多突破性的关键的这些技术。当然这个
梦想还是要一步一步地不断地延伸下去，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战略，
这个梦想的实现是不是指日可待？

周建平：是。我们载人航天工程，我
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就是突破载人天
地往返技术，和第二步，建设空间实验室
的任务。我们现在正在为开始发射空间
站的相关舱段，开始为建造我们空间站
做最后的紧张的准备。然后，我们即将开
始发射空间站的试验核心舱，这个核心
舱我们将首先用它来验证我们空间站几
大关键技术。完成验证以后，我们将开始
发射我们的两个实验舱，把它和我们的
试验核心舱通过交会对接和转位，构成
一个三舱的构型，就可以完成我们空间
站的基本构型的建造。而在那之后，我们
将进入下一个运营阶段。

主持人康辉：当我看到您说这些挑战
的时候，面部表情特别轻松，是不是其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当中，每一个工作人员
面对这些挑战，其实大家都有信心？

周建平：是的。我们讲追逐梦想，首
先要有梦想。而你一定要有去实现梦想
的追求，实现梦想的自信。靠大家的努
力，靠大家团结、协作、协同，要相信我们
能够把事情做好。

主持人康辉：我们心里踏实了。
宇宙那么大，人类应该去看看，中国

人应该去看看。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
精神的人民，而中国航天人是中国人民的
优秀代表。而未来，载人航天精神也会激
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万众一心加油干，越
是艰险越向前，去追寻我们的梦想。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谢
春涛教授为大家解读中国梦。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刚才谈了经济
建设的成就、科技创新的成就，接下来，
我们再谈一谈其他方面的成就。

比如说，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
以来，各项改革举措加起来超过了两千
项，我们主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再比如，我们的强军兴军。我们可能
很多人对军队国防建设了解不多，我们
就从最近几年的我们的阅兵，尤其是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的阅兵活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
军队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我们的装备
是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中国人，包括
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感受到了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荣耀。

我想，我列举的这些方面肯定不全、
肯定不够。我们每一个同志，十八大以来
的获得感、成就感、安全感，都感受得非
常真切。我们大家都对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我们都相信，中国
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定可以如期实现！

主持人康辉：谢谢谢春涛教授给我们
的讲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
接近，也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党的十
九大提出，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
我们离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当我们在这
条路上一步一步前行的时候，我们更加需
要时时地提醒自己，时时警醒自己，我们要
让我们前行的每一步都更加踏实、更加扎
实。我们再来听一段总书记的话。

◆第三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总书记原音短片三：古人说：“事者，
生于虑，成于务。”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在这
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
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
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经典释义人蒙曼：这个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2018年的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一句古文，叫作“事
者，生于虑，成于务”，其实还有一句，“失
于傲”。这段话其实是出自先秦典籍《管
子·乘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事
情都是开始于深思熟虑，都是成功于埋
头苦干，也都是失败于骄傲自满。这确实
是办大事者应有的思考。

我们先看“生于虑”。“虑”就是谋划。
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脚走在脑子前头，不
喜欢莽撞行事，所以我们讲“生于虑”。还
讲什么呀？还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这个“预”和这个“虑”都是一个意
思，就是事先的规划，这是成就任何一个
事业的前提。

光动脑子还不行，任何成功都不是
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所以一定还有
第二个步骤，叫作“成于务”。“务”就是实
践。我们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
实践，任何梦想都只能是空想。

“生于虑，成于务”，其实到这一步，
一个事情已经成功了。可是成功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也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人一旦成功，就容易骄傲自
满了。你看明末李自成，当年也是深思熟
虑，所以才能够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才能
够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吸
引老百姓。但是建立政权之后，李自成和
他的那些主要官员们就开始骄傲自满
了，就开始耽于享乐了，就开始不思进取
了，最后被吴三桂以及清军联合剿杀，一
败涂地。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其实
也就是管子说的第三句“失于傲”，也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了，这是有目
共睹的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船到中流
浪更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在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引用《管子》的这
段话：“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任
何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都是深思熟虑想出
来的，也是埋头苦干拼出来的，更是一日
三省稳下来的。只有走好现在脚下的每一
步路，才能够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接下来，我们再
谈一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如
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梦想当中，
没有实干，那只是梦而已。我们之所以取
得各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靠我们的真
抓实干。

今天在场的有我们一些年轻的思政
课教师，我想跟现场的思政课教师一起
交流一下，怎么样通过你们卓有成效的
工作，让我们的大学生真正深刻地理解、
认同中国梦。

兰洋（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在中国
人民大学，我们每一位思政课老师在暑
假的时候，都会指导我们的同学参加学
校的“千人百村”项目。所谓“千人百村”，
指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暑假选拔1000
名在校大学生，奔赴全国的100个村庄进
行10到20天的调研。

去年我曾经指导过一个小组，他们
赴江西某市的一个村庄进行调研。这个
小组的女生组长来自于人大的艺术学
院，她是一位美妆达人，从小都在城市长
大，几乎没有去过农村。但是回来以后，
她对我说，她说兰老师你知道吗，我有了
一个梦想。我说什么梦想。她说她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给这个村庄带来一万元
的收益。她可以利用网络直播，可以利用

所谓的网络购物，来给这个村庄打广告、
带货。去年秋天，她真的就去这么做了。
她通过网络直播，通过带货，给这个村庄
卖茶叶、卖大米、卖橘子，她真的就找到
了买家，为这个村庄带来了两万元的收
益，并且还建立起来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千人百村”有一句口号，叫作“用青
春的躯体去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
想，在每一个同学那浅浅的一个又一个
的脚印中间，真的藏着一个青春的充满
希望的中国！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思政课老师的
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向青年、向其他人
群不光要讲明白中国梦是什么样的梦，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讲明白中国梦怎
么样才可能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梦不是
镜中花、水中月，“伟大梦想是拼出来、干
出来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些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跑遍了每一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
区。贫困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贫困的病
根到底在哪儿？扶贫怎么才有成效？他主
持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主持制定了很
多很有用的政策。

再比如，总书记的外交，那也让我们
印象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走过
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无数次重要
的外交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同期声：“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意义。我同国际上新老朋友进行
了多次通话，出席了多场‘云会议’，谈得
最多的就是和衷共济、团结抗疫。疫情防
控任重道远。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
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努力建
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今天我们大家
都感觉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目标
的实现前所未有地近。历史已经证明并
将继续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
有哪条路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
好；没有哪个理论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更管用，比马克思主义更管用；
没有哪个制度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能保证我们伟大复兴的实现；没有哪
一种文化比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更有生机活力，更能支撑我们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郑重地指出：“中国
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
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
天必将更加美好！”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我们有足够的
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万众一心，中华
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谢谢！
主持人康辉：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教授、经典释义人蒙
曼教授带来的精彩讲解。面对着充满变
数挑战的未来，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国人有坚定的志向：“沧海可
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中国人有
不变的梦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重温、一起诵读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过的和梦想相关的经典篇章，让我们
再一次去深深地感悟伟大的中国梦！

【经典诵读环节】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光明日报》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