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
正的英雄。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人
民群众用辛勤劳作、发明创造，开创了
一个个人间奇迹；用革故鼎新、自强不
息，开创了美好生活；用团结一心、同
舟共济，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
大家庭；用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推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换句话说，
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
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
精神，都紧紧依托于“人民”这一伟大
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
84次提到“人民”，通篇贯穿了鲜明的
人民立场、浓浓的爱民情怀。

“三个始终”把人民摆在了至关重
要的位置，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
并忠实践行“三个始终”，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不忘初心，扎根人民，在人民
群众中汲取筑逐梦中国的不竭动力。

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
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
法宝。这就要求，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

古往今来，凡是有作为的官员都
是以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任，都是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郑板桥
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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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就是对人民情怀的生动
诠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的位置，始终深深牵挂着全国各
族人民。早在2014年 1月，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时就明确指出：“我们
党员干部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只要
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
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
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
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
众一起奋斗。”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
天。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在
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想人民之所想、
急人民之所急，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
危冷暖挂在心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扎扎实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困难、
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真心诚意
地给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
党的根本宗旨、唯一宗旨，是我们党一
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
志。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一切工作
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
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
务。”

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是每一位共
产党员的价值追究和职责使命。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指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我将一如既往，忠实履行宪法
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
尽职守，竭尽全力，勤勉工作，赤诚奉
献，做人民的勤务员，接受人民监督，

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信任和重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地方考察时
多 次 把 自 己 定 位 为“ 人 民 的 勤 务
员”。2018 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
这句耳熟能详、发自肺腑的亲切话
语，是习近平总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真情告白，让全国各族人民深
深地感受到一个大党大国领袖的人
民情怀。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党的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中
央领导是人民的大勤务员。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党员
干部在工作中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关
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
新进展，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永远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
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
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作，

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新征
程上不断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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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
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为人民
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
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
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
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
始终做到执政为民，用手中权力真心
诚意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切实为人民
掌好权、用好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
用。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党员
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
利，在行使手中权力时必须为人民服
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
家才有力量。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
者、建设者。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
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
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
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奋勇前进。

（执笔人：尚传斌，内蒙古党校）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
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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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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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仅是我们快速获取信息
的手段和方式，也日渐成为我们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移动互
联快速崛起之后，人们已经越来越离
不开网络。但是，网络空间并非一片
净土，还充斥着一些乌烟瘴气的内
容。有的信息是虚假的，甚至带有欺
骗性，如虚假广告、网络诈骗等；有的
人一上网就脱下温文尔雅的外衣，肆
意地攻击、谩骂与自己观点和意见不
一致的人；此外，恐怖、色情、暴力等不
良内容充斥着网络空间的灰暗角落，
甚至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未成年人。

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的治理、引导
和建设是当务之急，营造清朗的网络空
间，增加人民群众丰富而健康的网络精
神生活是我们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
间”，因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
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
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
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对于互联网，我们的管理重点是
“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
暴力”等内容，做到网上网下一个样，
因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空间乱象频生，急需重拳治理

人在哪里，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
里。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 7.72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
从这一数字来看，网络不再是可有可
无、边缘化的阵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互联网
治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网民
的爆发式增长、网络平台的逐利性、缺
少合格的网络“把关人”、监管制度滞
后等原因，网络空间呈现出诸多乱象，
网络谣言、虚假诈骗信息、淫秽色情、
恐怖、暴力内容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了
人民的精神健康。有些内容挑战了社
会的公序良俗，有些内容逾越了法律
的底线。虽然国家已经重拳出击，从
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

号，到约谈整改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网
络平台，但是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网
络视频、网络资讯中依然存在大量不
良、有害信息内容。有的是打法律政
策的擦边球，有的则是明目张胆，无所
顾忌，俨然一副“我在网上随便说”的
姿态，网络空间的法律意识淡薄。有
些网民和网络大V也错误地认为网络
是“自由的独立王国”，制作、发布和传
播了一些非法有害信息。

此外，格调不高、甚至涉嫌违法的
内容在算法技术的助推下，造成严重的
不良导向。2018年4月，今日头条和快
手因为播出有违社会道德节目等问题
被约谈，勒令整改。这次事件矛头直指
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上存在
大量未成年孕妇、数以百计的未成年妈
妈视频现象。关键问题是，有些网络平
台为了圈粉，为了利益，不惜借助算法
技术，大肆炒作，推波助澜。人们因为
好奇打开相关视频后，类似视频便充斥
着个人的网络空间。

更为严重的是，大量的青少年正
成为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用户。青少年
在这些网络视频平台上接触了大量不
良信息，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些
不良信息裹挟着少不经事的孩子，对
青少年价值观也形成了不当引导。据
报道，有些中小学生甚至模仿大V行
径，走上了未成年产子的歧路。青少
年过早过度观看短视频还可能影响其
专注力和思考力，对于长期习惯于光
怪陆离的视频画面带来的“唾手可得”
的满足感，孩子们对那些愉悦感较少、
付出辛苦更多的学习、阅读、思考等行
为还会愿意做吗？

综上，这些不良信息内容和网络
乱象，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网络
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的表现，这
显然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互联网
这把双刃剑已经显示威力，给我们
带 来 了 便 利 ，也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问
题。现实的警示已再明显不过，下
一步就是按照总书记的要求，通过
综合治理，还人民以清朗的网络空
间。

建立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
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网
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
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
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
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再一次为我们
明确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思路和方向。

主体联动，党委政府、企业、网民等
多方共治。党委政府作为领导者和监
管者，面对更新迭代非常快的互联网，
要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新型网络生态的
管理制度，完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来
加强监管，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的调控作用，既要做到有规可依、依规
治理，又要提高谋划、尽快落实。网络
企业要加强自律，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压实互联
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
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当
今社会，任何企业的发展目标都不应是
单纯的追逐利润，尤其是内容生产企

业，更应主动践行社会责任。互联网企
业不应一味依赖算法技术，还应从社会
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内容是否应该被推
送，强化把关意识。7亿多网民的素养
是参差不齐的，更不排除有些网民的网
络素养是不合格的。面对鱼龙混杂的
网络空间，网民应提升自身素养，提高
辨网用网的能力，规范自己的言行，明
确自己言行的后果和责任。互联网连
接了多个主体，在治理时我们也不能

“一条腿走路”，而应该建立“多方共治、
齐抓共管”的新格局，营造积极主动、开
放包容的网络新生态。

方式并用，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
并举。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体现，治理手段也应随着治理
对象的发展而变化。行政监管是我们
过去互联网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中
国多年来的治网经验表明，行政监督是
日常有效的治理手段，检查及审查等行
政监督方法可以及时发现问题，约谈、
整改等处理手段可以及时解决问题，对
于治理网络空间中的色情、低俗等不良
内容有很强的适用性。法律规范则是
依法治网的体现，进入新时代，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全面”一词，
已经为我们指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要遵守法律，互联网也不例外。我国
已经颁布实施了一批规范互联网行为
的法律法规，如《网络安全法》《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随着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变化，我们要继续完善互
联网法律法规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依法治理，同时也要加强法制宣传，提
升企业和网民的法律意识，做到坚持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线上线下一个样，做到
网络空间“无法外之地”。互联网因技
术而生，技术的迭代更新非常快，通过
技术手段过滤不良内容、保护网民的信
息和隐私安全，提高对国外不良势力渗
透的预防等，都需要为网络空间治理提
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内容建设，用正能量引领网络空
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除了要清
除“乌烟瘴气”的内容，消除不良影响，
还应以积极的、向上的正能量来引领
网络空间。早在2013年，中央就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
传播阵地”。在互联网全面渗透人们
生活的情况下，如何“善于运用网络传
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
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
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
地”，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网络空间
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消费的主
要阵地，也要求我们用高质量的、优秀
的网络内容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好精
神产品的需求，推进人民群众在精神
产品领域实现更高品质的消费，用积
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去滋养人心、滋养社会，从而营造正能
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空间。

面对网络空间乱象，我们应通过
多主体联动，多手段并举，加强内容建
设，用正能量引领网络空间，推进网络
生态的治理，构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
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执笔人：闫伟华，内蒙古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
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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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三个始终”彰显人民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