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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解说词（第十二集）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都是追梦人”“努力奋斗才能
梦想成真”“在新时代里放飞青春的
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
用“梦想”感召青年、用“梦想”焕发
奋进的力量。因此，选择“梦想”作
为节目主题，解释新时代实现梦想
的方法和途径，昭示“追梦需要激情
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的哲
理，让人民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有
更强的信心，更深的期待。

本集主题



◆第一部分：什么是“中国梦”

主持人康辉：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
受平语近人。欢迎您收看《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我是主持人康辉。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所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这两句诗大家都非常地熟悉，它出
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行路难》，表达的
是一种历经坎坷，但仍然无比坚定的信
念。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两
句诗，要表达的同样是对未来的坚定的自
信和对梦想的执着的坚持。今天这期节目
的主题就是“梦想”。说到梦想，我们会想
起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的讲话、文章
和论述当中，都在用中国梦感召着我们，
用中国梦唤起我们奋进的力量。而在这些
重要的讲话、文章和论述当中，总书记也引
用过很多经典篇章当中的佳句。今天，我们
就通过解读这些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来进
一步挖掘中国梦的内涵，进一步探寻在这
条追梦的路上我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
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教授。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各位观众，大家
好！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
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时，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同期声：“何谓中国
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
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
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在这之后，他多
次论述中国梦，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指
出了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号召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

那么，新时代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梦？
我们为什么要有梦想？如何才能实现中
国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诸多论述当中，你
们最熟悉的有哪些？

观众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梦想和
中国梦的金句有很多，让我最为深刻的
有：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观众二：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
需要奋斗和奉献。

观众三：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
福的梦。中华民族是勇于追梦的民族。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从大家的回顾
当中，我们感受得很清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包容
性、感召力和凝聚力，表达了全体中华儿
女的心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精神旗帜。

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下，新时代为什
么要提出中国梦。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短
片。

总书记原音短片一：中华民族的昨
天，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
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
民族的明天，可以说就是“长风破浪会有
时”。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

主持人康辉：刚才我们共同听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相信大家都
非常熟悉，这就是刚刚谢春涛教授提到
的2012年11月29号，习近平总书记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时候，他讲的一段
话。那个时候，习近平刚刚当选党的总书
记不久，就带着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去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也是在那
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

在这段讲话当中，总书记引用了三
句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来概括中华民族
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
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中央民族大学
蒙曼教授为我们解读其中的深意。掌声
有请！

经典释义人蒙曼：我们先看“雄关漫
道真如铁”。这句词出自哪里？它是出自
毛泽东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其中广
为传诵的就是这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大家想，回首中国工农
红军走过的历程，是不是雄关如铁？毫无
疑问。但是，毛泽东主席一句“漫道”让我
们知道，无论如何红军都走过来了！那
好，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不是也
是雄关如铁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
机、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
中国人民也走过来了！而且，走出了非常
伟大的中华文明。

再看第二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
句诗出自哪里？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
句诗，出自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其中的尾联就是这句话：“天若有
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
这句诗高屋建瓴，讲一个历史规律。什么
规律呢？说像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正是
历史发展的特性，正是人间正道。习近平
总书记引用这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也
是在讲，我们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化，这个变化
正如沧海桑田。但是，这个变化也正是历
史发展规律，是人间正道。

再看第三句，“长风破浪会有时”。这
句诗出自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行路
难》。咱们都知道，李白一直有做帝王师
的梦想。但是，当时唐朝的政治已经比较
败坏了，李白也不见容于权贵，所以在两
年多之后，又被赐金放还，等于自己的政
治理想破灭了。但是李白就是李白，李白
可以被打败，但是永远不会被打倒。你看
就在人生的低谷，就在整个诗篇的结尾，
他又陡地翻了一下，发出了一个震古烁
今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

这是谁的故事啊？这是南朝将军宗
悫的故事。宗悫小的时候就很有理想。那
时候他的叔叔就问他“你长大之后想干
什么呀？”宗悫说：“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志向啊！
李白在历经坎坷之后，内心仍然回荡着
宗悫的豪情，所以他说：“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在表明
什么？表明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
事实上，中国人民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
样三种伟大的精神，才能够走上今天伟
大的复兴之路。

主持人康辉：谢谢蒙曼教授带来的
精彩的讲解。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
天，追梦的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
所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只要有不屈不挠的
意志，我们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大势，
我们秉持着远大的理想信念，那我们就
一定能够沿着这条复兴之路，向着伟大
梦想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行。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谢
春涛教授为大家讲解中国梦。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中国梦首先是
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我们从近代以来的
历史当中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国家强盛，
没有民族振兴，不可能有我们任何一个
人的幸福。

中国梦更是人民的梦。总书记讲过，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
福”。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不管你
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我们
谁没有这些梦想呢？中国梦之所以有吸
引力，我想首先就是因为它跟我们每一
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密
切。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高度关注，他知道，哪怕我们今天吃饱
了，吃得不错了，不等于这个问题一劳永
逸地解决了。那么，总书记在思考解决这
个问题，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科学家
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袁隆平讲过，他有两个梦想：
第一个梦想，禾下乘凉梦。这来自于

他的一个真实的梦境。他真的梦见水稻
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
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他和几个朋友就
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为了把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几十年
来，袁老对杂交水稻不断改良，一次又一
次创造人类粮食生产的历史高度。最近这
几年，袁老在研究海水稻，就是在盐碱地、
在滩涂，种出稻子来。如果在这些地方也
能够种出稻子，这对中国人而言，那是很
大的贡献。

九十岁了，该颐养天年了，但是袁老
还有新的梦想。2019年6月，这样一段视
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在这段视频中，袁老
用不那么流利的英文道出了自己的梦想。

袁隆平同期声：“我非常高兴能够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发展杂交水稻，以解
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我坚信，通过携手努
力，我的梦想在非常近的未来就能实现。”

袁隆平同期声：“全球有一亿六千万公
顷稻田，如果一半，有八千万公顷（种杂交
水稻），那现在的情况，每公顷增产两吨，可
以多养活五亿人口，这是我的梦想。”

主持人康辉：说到了袁隆平院士，我
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90后”“00后”都特
别喜欢他这个“90后”。年轻人爱说，这个

“90后”太有梗了；而我想说的是，这个“90
后”太有梦了。他的两个梦想，禾下乘凉
梦，还有杂交稻的覆盖全球梦，加在一起
是袁隆平的中国梦，也是十四亿中国人的
中国梦。而我们每一个建设者、每一个奋
斗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梦想。如果问您，您

的梦想是什么，在新时代这个追梦的进程
当中，您要怎么做，您的回答是什么呢？我
们再来听一段总书记的话吧。

◆第二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有梦想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中国人民是具
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
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
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
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
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
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
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
执着精神。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
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
达。

经典释义人蒙曼：这是2018年的3
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在
那次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旁征博引，引
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其中有
两个成语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是愚
公移山，一个是精卫填海。

先说愚公移山。这个成语出自于先
秦道家的典籍《列子·汤问》。这里头涉及
到两座大山，一个叫太行山，一个叫王屋
山。山北住着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号
称愚公，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觉得山挡了
他的去路，让他出行不便。怎么办呢？他
就带上自己的儿子、孙子，邻家的寡妇，
还有邻家的小孩一起去挖这座山。有一
个号称智叟的老头就跳出来了，他说你
太笨了，怎么可能挖两座大山。这时候愚
公就反驳他，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
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山却不
会再长高，只要我这么一锨一锨地挖下
去，终有一天，我要把它挖走。这就是愚
公移山。

再来看精卫填海。精卫是什么？是一
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鸟。这个神话传
说其实就是先秦的典籍《山海经》的《北
山经》。说精卫这种鸟长得像乌鸦一样，
但是头是彩色的，嘴是白色的，爪子是红
色的。它每天“精卫”“精卫”叫出这样的
声音，所以人们就叫它精卫鸟。

这精卫鸟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
小女孩变的。上古时期，炎帝的小女儿叫
女娃。女娃到东海去游玩，后来不幸被溺
死在海里了。女娃悲愤难平，就化成一只
小鸟，每天从西山上叼石子、小树枝，要
来填平沧海。这个就是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这两个故事在
中国古代历来是受人景仰的。为什么中国
古人如此高地评价这两个形象啊？我觉
得，因为他们的事迹代表着三种精神。

第一种精神，勇于梦想。第二种精神，
他们不仅勇于梦想，还勇于追求。第三个
精神是什么呢？是接力棒式的奋斗。这个
愚公讲得最明确，“子又有子，子又有孙；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个人完成不了的
梦想，将要由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完成。
这就是绵绵不绝的中国精神啊！一代又一
代人持续筑梦，一代又一代人持续追梦，汇
聚起来，不才是移山填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吗？

思想解读人谢春涛：有梦想才有追
求，有追求才有奋斗的动力。接下来，我们
再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有梦想。习近平总
书记深情地说过：“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
们都是追梦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才
短短的几年间，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
革。 （下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