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6年3月7日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学习论理微信二维码

感
受
平
易
近
人
的
理
论
力
量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
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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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两座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
记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自然环境和
自然条件与财富之间关系所做的科
学论断，体现了辨证的发展观：发展
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新兴资源，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也要立足
实际，应创造条件发挥自然资源的固
有优势。

“冰天雪地”与“绿水青山”
异曲同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生态环
境的治理问题保持高度关注。2005
年，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在湖州市安吉
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此后，习
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明
确提出，如果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
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
了金山银山”。2013年 9月 7日，习近
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
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
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
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
园。”2016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
表团审议时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
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

可见，“冰天雪地”与“绿水青山”一
脉相承、异曲同工，“冰天雪地”是对“绿
水青山”的发展和完善。“两座金山银
山”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
设和发展方式转换的系统思考，具有一
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并随着实践逐渐发
展完善。

“两座金山银山”体现了
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

绿水青山并不是直接的财富表现
形式，冰天雪地也往往让人想到的是恶
劣的自然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从全新
的角度阐述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
和直接的财富形态之间的关系，体现了
哲学智慧和辩证思维，具体表现为：第
一，全面的观点。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应既要金山银山，又
要绿水青山，不能有所偏颇；第二，发展
的观点。绿水青山在传统上并不能带
来直接的财富，但在新时代消费升级、
旅游休闲需求日益发展的背景下，绿水
青山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逐渐凸显，
并成为具有潜在价值的财富来源。第
三，矛盾相互转化的观点。冰天雪地对
于黑龙江等北方地区而言，既是气候条
件上的劣势，也是冰雪旅游发展的潜在
优势。劣势并不一定完全是累赘，在特
定条件下，也能成为一种优势。不能只
看优势，看不到劣势，也不能只看劣势，
看不到优势，关键要创造有利条件，充
分利用优势，促使劣势向优势转化。

“两座金山银山”使我们对“绿水青
山”的绿资源和“冰天雪地”的冷资源有
了全新的认识，指导我们必须以可持续
发展为理念，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为准则，推进绿色
发展。

“两座金山银山”为内蒙古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

“两座金山银山”指明了经济增长
方式转换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强调不
能因为单纯追求发展，忽视绿水青山，
应走绿色和谐高质量发展之路。内蒙
古作为传统的资源型省区，在新时代、

新常态的背景下，应主动更新原有的思
维方式和发展路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
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内蒙古应摆脱简单依靠“羊”
“煤”“土”“气”等自然资源发展的思维
惯性和发展路径，加快改变简单挖煤卖
煤、挖土卖土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努
力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
升资源型产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装备
技术水平，延长产业链条，推动资源型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
展。

其次，要立足优势、挖掘潜力、扬长
补短，努力改变内蒙古传统产业多新兴
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
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

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
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
体系，努力形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
新驱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
格局。

第三，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精心组织实施
京津风沙源治理，推进“三北”防护林建
设，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在祖
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两座金山银山”为内蒙古
旅游产业发展指明了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
扩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消费
的逐步升级，旅游需求日益旺盛，绿水

青山和冰天雪地的生态价值和旅游价
值逐渐显现。

“两座金山银山”为黑龙江、内蒙古
等资源依赖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以及旅
游产业发展指明了路径。内蒙古旅游
资源丰富，草原、沙漠、湖泊、温泉等自
然旅游资源遍布各地，蒙古、达斡尔、鄂
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享誉世
界，呼伦贝尔、阿尔山等地的冰雪旅游
资源独具特色。内蒙古的旅游资源和
产业体系，使其具备了成为推动内蒙古
发展的新动能和增长极的基础和条件。

在“两座金山银山”的指导下，内
蒙古旅游产业发展应着力于以下方
面：充分利用内蒙古的“绿水青山”，并
结合人文旅游资源，促进内蒙古国内
旅游的快速发展。依托内蒙古建设国
家向北开放桥头堡的区位条件，发挥
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边境旅
游的优势，推进“万里茶道”等国际旅
游线路和旅游品牌建设，推动内蒙古
国际旅游的发展；利用内蒙古的冰雪
旅游资源、毗邻京津冀的市场条件以
及2020年北京冬奥会的契机，积极培
育冰雪旅游市场，打造并构建冰雪旅
游产品体系，将内蒙古的“冰天雪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
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座金
山银山”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经
济增长方式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
目标、手段以及动能提供了路径指引。
我们必须充分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一科学论断，用好“绿水青山”和

“冰天雪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践行新发展理念，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
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执笔人：王公为，内蒙古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
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
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
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奋斗是长期
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事业需要
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
斗。”

的确，“两个十五年”奋斗目标高屋
建瓴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蓝图，“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
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
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
得更好”，则洞察秋毫地定位了人民的
需求、每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目标。如果
说凝心聚力、精诚团结、谋之以众是实
现梦想的基础，那么不离不弃、孜孜以
求、夙兴夜寐的追求和奋斗才是实现梦
想的核心支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我们的不
懈奋斗。在此过程中，明确而坚定的理
想信念成为奋斗者的目标指引，耐心而
专注的工匠精神成就奋斗者的能力素
养，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则成为奋斗者
的精神核心。

以明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
作为奋斗者的导航之标

一艘红船，孕育了党的生命，一支
队伍，敢教日月换新天。回顾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和成长历程，真可谓大浪淘
沙。在革命的历程中，有背叛者、有脱
离者，更有着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坚持
者、践行者、牺牲者，正是有了以实现共
产主义，以中华民族摆脱深重灾难、重
获独立自由为己任的坚定理想信念，坚
定的共产党人们才能前赴后继为这一
理想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崇惟
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
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
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理想、
信念这两个词自古以来都是奋斗者

们行动的灯塔，从“士贵立志，志不立
则无成”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从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
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
应”到“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
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古
今中外都对理想信念的指引作用不
断肯定。在现实情况下，拥有明确的
理想信念，并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则
并不是一件易事。中华民族是始终
为了理想信念不断奋斗着的民族，历
史上我们创造过无比的辉煌，近代我
们不断抗争着大变局的屈辱，当前我
们构建着每一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在追寻梦想，不断奋斗的道
路上，理想信念始终散发着光辉，而
这种光辉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地擦拭，
不断地蓄力去点亮。在新时代的征
程中，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放
缓，面对国家经济、制度结构改革的
深水区，面对国际上单边主义、非传
统不安全因素的抬头，的确有人在怀
疑我们的复兴之路能否顺利地走下
去；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面对日益复
杂的执政环境，面对日益繁多的各种
诱惑，面对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的确
有人在怀疑我们党的自身建设能力、
执政能力能否应对各种挑战。面对这
种种质疑，我们更应予以正面的回应：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改变，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共产党理想信念与中华民族理想信念
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国家
公民的个人理想应与国家、民族的梦
想相融合，以共同奋斗为理想，以为大
多数人带来幸福为理想。这样的理想
则更为明确、更为坚定、更为持久。

以耐心而专注的工匠精神
打造奋斗者的能力素养

当“差不多就得了”成为衡量工作
标准的口头禅，当“可以取个巧走个捷
径”成为看待工艺流程的“独特”眼光，

当“实在不行山寨一个”成为打造各种
产品的创作起点，我们的产业创新之
路、自主之路甚至国家的发展之路必然
会被堵死。为了打破这种社会的所谓

“常态”，为了消除各行各业的浮躁心
理，工匠精神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准确的
价值定位，必然承担打造奋斗者精神和
业务能力的双重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劳动者，
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
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
长成才，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
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
快乐。”敬业报国，匠心圆梦，在“中国制
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中国的
劳动者，尤其是被誉为“大国工匠”的制
造业劳动者们都在以精益求精的精神
打造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一部《厉害
了，我的国》显示了我国在装备制造业、
交通、物流、智能化等诸多方面举世瞩
目的成就。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
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

体现。劳动者要践行工匠精神，必须具
备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精神内涵。
无论是哪个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
灵魂都是体现行业竞争力的核心，而当
前社会的浮躁心态所导致的“短、平、
快”的发展模式则是打造各行业核心竞
争力的最大障碍。在社会生产中，不仅
制造业需要工匠精神的滋养，社会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都需要具有工匠精神。

“工匠”意味深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
质，与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相连。以高
等教育为例，虽然教师与产业工人表面
上并没有多少联系，但之所以被誉为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匠心”则更需
要加以树立。与工匠们把做的事看成
有灵气的生命体的理解不同，教师尤其
是高校教师，本身所面对的就是有着丰
富思想、观点的学生，一个个年轻而鲜活
灵动的思想需要走向成熟，需要引导和
塑造。精细、严谨地将教育工作做到极
致，不断反思反省，追求实务精进的匠心
精神，这是教育思想需秉持的应有之义。

以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
作为奋斗者的精神核心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传统
中国人对于自我思想不断反省和变革
的标准，“归零”与“打破习惯”则成为当
代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准则。是否是一
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其根本因素
是人的道德和能力素养，而关键因素则
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中国人传统
文化中的自省和革新精神影响着奋斗
者的道德素养，而当代基于庞大信息流
基础上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则孕育着奋
斗者的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如果不
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
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
大而不强。强起来靠创新，创新靠人
才。”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衡量中国
的发展变化最为贴切。其中的“新”和

“异”都离不开创新精神的驱动。革故
鼎新，中华民族每一项伟大成就都来自
每一个个体在自身领域中的不断创新
进取。大到经济体制改革、行政机构优
化，小到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变迁；从
以前的各行业各领域“山寨”“复制”盛
行，到今天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核
心技术的品牌风靡世界，创新成为我们
实现梦想的不竭动力。在为实现梦想
而进行的奋斗中，我们必须掌握创新这
一利剑，以助我们披荆斩棘。创新不仅
仅是思想上的天马行空，更要具有“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践策略。在新
时代，人才的定义进一步拓展为了兼具
创新精神及奋斗意志，同时又以理想信
念的实现为目标的一群人。这就需要
我们既要有不断打破陈规旧习的勇气，
又要有筚路蓝缕的隐忍，既要有敢为天
下先的豪气，又要有多朋广助的胸襟。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用“雄关漫
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
浪会有时”三句诗词昭示了中华民族的
奋斗历史、奋斗目标和奋斗前景。作为
精神最为富足的奋斗者们，我们必将在
这一伟大征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执笔人：丁瑞雪，包头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