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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解读（四）

从三方面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洪向华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在北京举行。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是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这

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坚定“四个自信”，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

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

优势”，并且具体列举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反映了我

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

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这些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

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我们党要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各项目标，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必须毫不动摇把这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优势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这

一重大战略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中把握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这项重要工作，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要认识

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党带领人民管理经

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发挥制度优

势，并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效能。两者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不

能偏废。

第二，要认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性。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艰巨，工作繁重。 虽

然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比如说在如何发挥好制度效能方面重视不够。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和薄

弱环节，久久为功，既要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要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加强制

度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第三，要不断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

度权威，带头执行制度。好的制度制定出来，如果不能得到执行，制度就转换不成治

理的效能。所以要切实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使他们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宣传教育的工作很重要。 同时要通过领导

干部做表率从而增强全社会的制度意识，使尊崇制度，执行制度蔚然成风。 同时我

们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

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教授）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解读（五）

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制度

李永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在北京举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是本次会议鲜明的主题。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十三个方面列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

结在一起”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决定》第七点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站在增强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战略高度，为文化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完善发展指明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 文化制

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制度的视角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先进文化是支撑。 《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

价值，一种意义体系，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滋润和

涵养。 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才能提供文化制度的强大思想动力与信

念支撑，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广泛凝聚起人们的精神力量，

才能构建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是动力。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

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 即对民族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创造力和自我发展前景的充分

肯定、自觉坚信与执着坚守。 文化自信奠基于文化自觉，是对我们“自信什么，为何

自信，如何增强自信”等重大问题做出理性分析和科学问答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

态度。 建立在理性文化自觉基础的文化自信，往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潜能。

这种文化自信往往具有包容性、创新性与进取性，它使我们拥有强健的昂扬向上的

健康心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化发展中保持强

健的心理、坚守自我、知所趋止、顽强进取的精神定力与顽强韧性所在。文化的繁荣

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充分发挥。 所以，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繁

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就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释放出创新创造的

巨大文化潜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构建起充分反映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的先进文化制度。

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根本。 我们建设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有方向的，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一套以人民为中心、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体系，它占领着真理、道义与价值的制高点。 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我们的文化制度建设就占据了精神高地，就拥有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不

竭的价值力量。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任何文化制度的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中国革命

文化价值观的综合集成与创新发展， 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价值公约数， 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意愿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不断健全人民文化权

益保障制度，我们就能大力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和活力，构建

起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化创作生产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 创新离不开观念创新与体制机制

创新变革。以先进文化为支撑，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

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我们就能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文化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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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姿态

———新华社一线记者的几个瞬间

但每当我们

回望那些

从春夏秋冬走来的足迹

回想那些

曾彻夜畅谈的有趣灵魂

回顾那些

亲历亲见过的别样风景

回味那些

唯自己才有的独特体验

心中又不由得

生出一种自豪感

因为我们是

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我们，是记者！

今天是

第

20

个记者节

祝所有并不放假的同行们

节日快乐！

来源：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永锡、陈子夏

在变化的世界，致敬不变的你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在第二十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我

知道，此刻的你正在新闻现场忙碌，抑

或是在奔赴一线的路上。 在路上，是你

最美的姿态， 也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

一。

这一年来，你的收获颇多。 你走过

很多路，与很多人相遇，太阳每天都是

新的。 你住到了村里的农家院，只为离

采访对象的生活近些、再近些；村里的

河水，你用手捧来就喝，老乡看着你，

把你当成自家人； 你在最贫困的山区

采访，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你在前人

流血不流泪的长征路上， 在不同的时

代翻越相同的雪山和草地； 地震、台

风、洪水，你总是与人群逆向而行；暗

夜里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地的山

中， 你看到白色箭体上五星红旗被灯

光映照得更加鲜艳， 感到无以言表的

激动； 你在南极的科考船上焦急地寻

找信号， 努力从冰天雪地的世界尽头

传回报道； 你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铁路

旁， 紫着嘴唇采访同样忍受缺氧环境

的养路工人……

你坚信，只有离得足够近，才能感

知得足够真；只有怀着真心，才能收获

真情；只有站在时代前沿，才能走笔世

象万千。

有人说，记者是时代的哨兵。 时代

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 一些人选择离

开，而你坚持留下。 你是我们的眼睛，

让人透过层层云雾， 像剥洋葱一样看

得更清楚；你是我们的耳朵，让人把每

个角落的声音听得更真切。 人的生活

半径有限，你带着我们跨越千山万水，

穿过时间和空间，触摸时代的脉搏，倾

听人民的声音， 感知新闻事件的锐度

深度和温度。 你是时代的记录者，是我

们身边的挖宝人。

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 前行者的

精神一直激励着后来人。 努力做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高举旗帜，引领前

进的方向；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

群众，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

力求客观反映事物全貌； 努力传播正

能量， 让越来越多平凡人身上的闪光

点，成为照亮中国前行的温暖灯火；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让心与心的距离

更近、理解更深。

在这变化的世界， 你一直努力寻

找变化，自己也在变化。 全媒体时代，

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你像孩子一样纵

情奔跑、追求新知，勤于学习、努力转

型，争做融合报道的多面手。

VR

、

AI

、

VLOG

，你用十八般武艺拥抱时代，描

绘梦想。

时光如流水淙淙， 一些东西却如

河中的卵石，历久弥新，笃定而坚强。

变化之间，内心深处，你依然是那个曾

经的你———努力擦亮眼睛、 道出是非

曲直， 在时代的大海中寻找最美最晶

莹的浪花。

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有两件东

西震撼人心 ： 一个是头上灿烂的星

空，一个是心中崇高的道德。 作为记

者 ，你熬过无数的夜 ，看过无数地方

的星空 ，草原的 、山村的 、海上的 ，甚

至是露天矿坑的星空 ； 你见过很多

人，了解和讲述过很多关于人心的故

事。 历史上，有很多前辈在战火硝烟

中殉职 ；今天 ，依然有新闻记者牺牲

在采访途中 ， 他们是天空中最亮的

星。 时光荏苒，这份职业以其特殊的

魅力，吸引着无数后来者努力与更多

人 、更远的星空相遇 ，一直以在路上

的姿态与荣光。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皮划艇静水比赛现场冒

雨拍摄。

新华记者关子儒在吉林省双辽市采访生猪养殖情况。

新华社记者彭卓在沈阳市区拍摄采访街头表演者。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现场，新华社记者费茂华在进行拍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在抗洪报道中一边划简易木

筏一边拍摄。

2019

年， 新华社记者孟涛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省

采访拍摄距今

3500

年的古埃及王室成员墓葬。

2016

年， 新华社记者熊琦在武汉进行防汛报道时， 为兼顾拍摄角度和人身安

全，身绑塑料绳，在同事帮助下到水边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