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

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在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

政治发展规律和我国人民民主实践，深

入阐述我们党关于民主的基本观点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强调要不

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

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如何把

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

度安排，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需要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

式和内容有机统一， 找到正确的体制

机制和方式方法。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

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

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

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

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

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

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

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

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

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

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

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

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

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

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

的问题的。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

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

主， 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 更要看

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要看人民在

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 更

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要

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

序和政治规则， 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

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

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权

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如

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

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

乱坠的口号 、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

只有拉票时受宠 、 选举后就被冷落 ，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

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 应该由

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

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 国际社

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 应该由国

际社会共同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自以

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 实现民主有

多种方式， 不可能千篇一律。 用单一

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

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

治文明， 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

旗帜， 始终坚持以下基本观点： 一是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

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

权益、 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用制度体

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

情 、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

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 践行党的根本

宗旨的必然要求。 四是人民通过选举、

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

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

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共同构

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

点和优势。 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关键是要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不断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 长治

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这些

基本观点， 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的深刻总结， 丰富和拓展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内涵、

理论内涵、 实践内涵， 指明了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

方向。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

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

生动实践和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

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

使命， 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不

懈探索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

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 ，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

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 更加充

分、 更加健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

发展完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勃

勃生机。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

民主必将不断完善发展，日益焕发出生

机活力，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

中国智慧的贡献，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筑牢民主基石。

（载 10 月 17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
北京 10 月 16 日电）

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注入新动力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

重要理念。 ”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 “不断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继续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建设”，对具体地、现实地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明确要求，在广

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 大家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提供了指引和遵循，要在讲话

精神指引下 ，认真践行 、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总书记强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

度载体。 这就要求我们具体地、现实地

践行在各个环节、 各个层级的工作中，

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

作上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巍说 ， 在立

法、监督等工作中 ，要切实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主与民心相通、民主与

民声相通。

坚持开门立法 、民主立法 ，让法律

法规更有效、 更直接体现人民意愿，满

足人民期待。

近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义

乌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正就噪声

污染防治法草案的修改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 联系点办公室副主任陈凯说，联

系点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多环

节、 全链条保障广大群众充分知情、积

极参与、通畅表达。

“基层群众通过联系点向最高立法

机关提出意见建议，对立法的关注度和

参与度不断提高，法治建设认同感极大

提升。 ”陈凯说，我们要进一步畅通基层

群众参与法律法规制定的渠道，让更广

泛的基层声音更便捷地直达立法机关。

“总书记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

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

要解决的问题的。 我们 20 多年来的民

主恳谈实践 ， 正是以解决人民关切问

题、促进发展为导向的。 ”在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浙江省温

岭市委原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

奕敏感触颇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

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

理念， 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善。

广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

任陈家刚表示 ，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

刻阐明 ，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通过一系

列制度安排保障民主 ， 又强调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 、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 实

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 程序民主

和实质民主 、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 是全链

条、 全方位、 全覆盖的民主。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重要讲话要

求 ， 继续完善工作机制 、 创新活动载

体和方式 ， 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选

举权 、 知情权 、 参与权 、 表达权和监

督权 ， 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展现

强大生命力。”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永德说。

“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 、 现实

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工作上来 ， 要求人大代表更加深入基

层了解群众所急所盼 ， 积极充分发挥

为民代言的作用。”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

区宕梁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付建

华说。

“实践证明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 、

参与民主决策 ， 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吉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董树彬说 ， 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在正确的

方向和道路上行进 ， 我国的人民民主

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日 3
责任编辑/靳 玮
视觉设计/冯晓瑜要闻

中国航天首次径向交会对接成功！
神舟十三号“太空华尔兹”完美！

“请你们放心，我们已经高质量地

完成了飞船总装工作， 祝你们一切顺

利，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凯旋。”在神舟

十三号发射的一个半小时前， 来自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总装与环境工程部的神舟飞船总装团

队顺利完成了关舱门任务并向航天员

们送上了航天人的祝福。

攻克三大难点！神舟再
展新技能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均由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由轨道舱、 返

回舱和推进舱构成， 共有 14 个分系

统 ， 是迄今为止我国研制的标准最

高、 指标最严格的载人航天器。 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 10 月 16

日 6 时 56 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 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 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四舱 （船） 组

合体， 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 6.5

小时。

这是我国载人飞船在太空实施的

首次径向交会对接， 即通过天和核心

舱下方对接口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并对

接。 虽然只是方向变了 90 度，但是对

接的难度却大了不少。

为确保首次径向交会对接任务万

无一失， 空间院 502 所研制团队针对

径向交会进行了数年的技术攻关和大

量地面实验， 并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返回地球前开展了与空间站的绕飞

及径向交会试验， 为神舟十三号正式

实施径向交会验证了关键技术。

径向交会对接有 “三大难点”，这

也让此次 “太空华尔兹” 更加美妙绝

伦，扣人心弦：

一是持续控制姿态和轨道 “难”。

对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其 200 米保

持点是一个稳定的保持点， 即使发动

机不工作， 飞船也能较长时间保持稳

定的姿态和轨道。 而径向交会没有稳

定的中途停泊点， 需要持续对飞船的

姿态和轨道进行控制，推进剂消耗大，

故障处置难。

二是姿态和相对位置确定 “难”。

神舟载人飞船配有敏感器， 它就如同

飞船的眼睛， 通过观察星星和预设的

标志点等来确定自己的飞行姿态、 与

空间站的相对姿态相对位置等。 但由

于径向交会过程中， 飞船需由平飞转

竖飞等大范围的姿态机动 ， 所以对

“眼睛 ” 能看到目标和保证 “眼睛 ”

不会被复杂光照变化所干扰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三是航天员手控交会模式 “难”。

径向交会对接过程中基本失去了地球

这个最熟悉的参照基准， 测控条件变

差， 且相对动力学运动特性与前向交

会不同， 这给手控交会模式下航天员

的操作增加了难度。

此次径向交会对接整个过程都是

在制导导航与控制 （GNC） 系统指挥

下， 飞船智能自主完成的。 径向交会

和前向交会都是中国空间站载人飞船

正常的交会方式， 会在未来空间站载

人交会对接任务中交替使用。 此次首

秀的圆满成功， 将为后续空间站建造

和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6个月！“生命之舟”将
在太空超长待机

空间院总体设计部飞船型号系统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高旭将神舟载人飞

船形象地比喻为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

的“生命之舟”。为了保护航天员生命，

空间院开创了天地结合的应急救援任

务模式，即每次有两艘飞船进场，由后

一艘飞船作为突发情况的生命救援之

舟， 具备 8.5 天应急发射进行太空救

援的能力。

根据“滚动待命”的工作策略，在

神舟十二号成功发射后， 空间院研制

团队披星戴月持续攻关，在规定时间，

按照规定流程， 完成了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全部待命工作， 取得了应急救

援的资格“证书”。

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完成径向交会对接之后，

停靠时间将由神舟十二号的 3 个月延

长到 6 个月， 执行 180 天组合体长期

驻留任务， 这将是我国迄今为止时间

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 将首次考核并

验证空间站任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

能力。 为适应空间站复杂构型和姿态

带来的复杂外热流条件，满足超长“待

机” 的要求， 空间院神舟团队对返回

舱、推进发动机和贮箱等热控方案、船

站并网供电方案进行了专项设计，使

飞船具备了供电、 热环境保障的适应

性配套条件。

据悉， 空间院抓总研制的神舟十

四号已经完成发射前的全部工作，进

入应急发射待命状态。 空间院神舟团

队在 6 个月里经受住了三船工作并行

开展的艰巨考验。 空间院神舟载人飞

船系统总指挥何宇对于自己的团队很

是自豪：“以国为重，以事业为天，以队

友为亲人，这就是神舟团队！ ”

■本报记者 郑蔚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韩正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10

月 16 日零时 23 分， 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

零时 33 分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 3 名航天员送

入太空， 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观看实况， 并向全体参研参试

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张又侠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 代表习近平总书记， 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出席航天员出征仪式 ，

为执行飞行任务的翟志刚 、 王亚平 、

叶光富出征壮行。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飞

船发射的还有：刘鹤、许其亮、魏凤和，

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神舟飞天“一次到位”是如何炼成的
———上海航天神舟十三号试验队拼搏逐梦的故事

“5、 4、 3、 2、 1， 点火！”

昨天凌晨的酒泉发射场， 随着发

射口令下达， 火光耀眼， 矗立在发射

塔架上的火箭冲天而上。

神舟十三号出征， 中国航天再叩

苍穹。 这其中， 是梦想， 是拼搏， 更

折射出中国航天人夜以继日、 奋力投

身科研创新的追梦姿态。

良才先行，“传帮带”彼
此赋能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神舟十三号试

验队， 有这样一群领跑者———他们心

怀航天报国之心，砥砺建设航天强国之

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本次任务对八院试验队而言 ，是

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 也是能力的一

次重要展示。 为此，试验队在人员选择

上经过了细致考量， 采用实战经验丰

富的老师傅搭档年轻有为的徒弟的组

合形式。

“老法师 ”陈为是总装操作师傅 ，

参加过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的发射

任务，这次是他第 13 次护送“神舟”飞

天。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

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 ”二十多年

的工作经历使得他的总装操作技术早

已炉火纯青， 其间他始终坚持 “传帮

带”的优良传统。 首次在发射厂担任操

作一岗和吊装指挥的沈鑫， 就是陈为

精心培养的徒弟。

整船要在偏心状态下精准落进宽

10 毫米的槽口内，对准难度极大。 “一

次到位，一次做好”是沈鑫对自己的要

求，“不懂就问，胆大心细”是陈为对沈

鑫的评价。 每次操作推演后，沈鑫就会

拉着陈为讨论细节， 而陈为用自己多

年的工作经验耐心讲解总装操作的要

点、 风险及注意事项。 师徒俩相互照

亮、彼此赋能 ，努力践行生生不息 、历

久弥新的载人航天精神。

琢玉成器，后浪奔涌。 这是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第 805 研究所陆志豪第二

次在发射场执行任务，三个月前，他已

经跟随师傅吴源兵全程经历过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任务。 2003年，杨利伟搭

乘“神五”飞天，一个少年心中的航天梦

由此起航；十八年后，陆志豪带着“敢将

长剑撑寰宇，欲挽天河洗甲兵”的豪情

壮志成为光荣的中国载人航天一员 ，

负责对接机构地面设备的恢复和展开

工作，以及电测阶段的测试工作。

面对此次任务测试安排更为紧凑

的特点，陆志豪始终牢记师傅的教导，

秉承“更严、更慎、更细 、更实 ”的工作

作风，仔细判读每一个参数，做到心中

有数，不留一丝疑问，严格按照要求出

色完成任务。 他总是开拓思维，针对测

试方案与师傅充分讨论， 主动优化测

试流程，有效减少测试风险。

大力协同，打造最强“铁
三角”

八院试验队有这样一个 “铁三

角”，他们是第 811 研究所负责电源系

统设计人员、 第 805 研究所负责太阳

电池翼和驱动机构产品研制人员 、第

149 厂负责太阳电池翼等电源产品装

配和总装人员。 多年来， 三方通力合

作，无缝衔接 ，高质量 、高效率完成了

发射场太阳电池翼、 电池产品测试和

安装等高风险工作项目， 确保一次次

载人飞行任务取得成功。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要在发射场

整船状态下进行太阳电池翼等电源产

品的测试和装配 ，时间紧 、状态新 ，任

何闪失都会造成计划的拖延。

进入发射场第一天， 总装大厅里

太阳电池翼安装现场， 第 811 研究所

系统设计人员与第 805 研究所 、 第

149 厂相关人员对着太阳电池翼展开

装置， 拿着厚厚的图纸和文件， 不停

地比划着、 讨论着， 那么专注、 那么

热烈。

第 811 研究所电源主任设计师钟

丹华问：“转接桁架这个突出点离舱体

还有多少距离，会不会碰着返回舱？ ”

第 805 研究所太阳电池翼负责人

陈诚回答：“模型算出来还有 4 厘米！ ”

第 149 厂总装工艺许帆立即补充

道：“我们工艺措施设置了两条特别保

护措施，可以有效确保安全距离。 ”

尽管进场之前三方已无数次对安

装方案与实施工艺进行优化迭代 ，但

在发射场，为了保证一次成功，三家单

位的试验队员又一遍遍开展实地推

演， 终于按时按要求一次完成了太阳

电池翼在整船状态下安装。

经过两个多月的协力奋斗， 神舟

十三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八院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试验队也用成功报效

祖国， 打赢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的收官之战。

■本报记者 史博臻

10 月 16 日在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

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田定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