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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陕西日报迎来创刊
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24日对陕
西日报创刊8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
对陕西日报守正创新、融合发展提
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让全省新闻
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
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和关怀转化
为立足岗位作贡献的干劲和行
动，牢记嘱托、立足本职，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
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有新气象新
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
刊80周年作出的重要指示，贯穿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
法，体现着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
作的深刻把握，对做好新时代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社
陕西分社社长王乐文说，“我们一定
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
新，推进融合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深入报道三秦人民的伟大奋斗和火
热生活，大力宣传陕西的发展优势、
政策机遇和巨大潜力，宣传好全面
深化改革和发展‘三个经济’等工作
成效。”

新华社陕西分社负责人说：

“长期以来，新华社陕西分社和陕
西日报紧密合作、共同进步、切磋
交流，在共同传播陕西好声音、讲
好陕西故事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
情谊。我们要继续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积极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守正创
新、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巩固壮大主
流舆论阵地，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声音在三秦大地传
得更开更广更深入，为谱写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陕西记
者站站长王新宇说：“习近平总书记
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作出重要
指示，是对陕西日报长期坚持宣传
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的办报宗
旨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如何
发挥党报优势，提高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殷切嘱托。
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我们一定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结
合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及时
反映人民群众所思所盼，为陕西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陕西

记者站站长黄立新说：“习近平总书记
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作出重要
指示，不仅是对陕西日报的亲切勉
励，也是对全省宣传思想和新闻舆
论战线的殷切期望，体现了对陕西
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关心厚爱和对陕
西发展的关心重视。我们一定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把根深深地扎进三秦大地，俯下
身子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为群
众讴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在党的主流舆论阵地
上大有作为、奋力进取，紧跟时代步
伐，坚持守正创新，推进融合发展，
用‘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
佳作吸引受众，为党和国家立心，为
伟大时代立传，为社会明德立德，为
事业夯基立制，为国家传声立言，让
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陕西、读懂
三秦。”

陕西日报社总编辑张连业说：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陕
西日报创刊80周年作出的重要指
示，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一
片黄土地，两代领航人。80年前，
党中央提议创办了边区群众报、群
众日报，毛泽东主席两次题写报
头，强调要‘在群众二字上下工夫，
作文章’。8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
饱含深情、厚望如山的嘱托中，提
到最多的还是‘群众’二字。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是陕
报一以贯之的基因与血脉。80年
来，一代代陕报人向群众学习、为

群众服务、为群众讴歌，见证了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恢宏
的画卷。见证光荣，更要续写荣
光。接过历史接力棒，我们唯有弘
扬延安精神、紧跟时代步伐，深化
改革、踏实苦干，守正创新、融合发
展，才能更好担负起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历
史使命。”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到新闻
采编全过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到火热的生活中
去、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创作，为人
民宣传，更好发挥鼓舞大众、团结
大众、服务大众的作用。要紧紧围
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重点工作精心组织宣传工作，努力
讲好陕西故事，为陕西践行‘五个
扎实’、奋力追赶超越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陕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
书记、副台长安平说。

延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柯昌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
日报创刊80周年的重要指示，体现
了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厚爱和对陕
西发展的关怀。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让延安新闻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
鼓舞。延安市委宣传部3月25日专
门组织市融媒体中心编辑记者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引
导大家牢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

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大力
弘扬延安精神，推进融媒改革，不断
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

“在陕西日报迎来80岁生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让
我们深受鼓舞。”三秦都市报社社长
高敬毅表示，“作为陕西日报创办的
全资媒体，三秦都市报是全国最早
创刊的四大都市报之一。多年来，
我们紧跟时代步伐，打造都市类报
纸，以质量和特色吸引读者，为群众
服务。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更好组织群众、宣传群
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坚持深化
改革，守正创新、融合发展；主动适
应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技术深
刻变化，打造更多高质量融媒产
品。”

“再接再厉继续传播好陕西好
声音！”陕西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
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唐震激动地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
对陕西日报一直以来立足国情省
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进
行舆论宣传和理论阐释工作的充分
肯定。长期以来，陕西日报全面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紧扣时代
脉搏，及时把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传播到三秦大地，及
时反映全省人民心声，在发挥理论
宣传平台作用和引领陕西发展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3月26日《陕西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指示
在全省新闻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牢记嘱托 立足本职
为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凝聚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
刊80周年重要指示，贯穿着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
着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深刻把
握，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上下特别是新闻宣传战
线，必须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
体行动和现实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日报
的前身是党中央提议创办的边区群
众报、群众日报，是拥有光荣历史的
党报。80年来，陕西日报秉持宣传
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的办报宗
旨，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为群
众讴歌，在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
作用。

回首来时的路，岁月无声，光
阴有痕。八十载，弹指一挥间，从毛泽东
同志亲自确定报名、题写报头、审阅
第一份清样的边区群众报，到毛泽东
同志再次题写报头的群众日报，再
到“办成陕西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

精神食粮”的陕西日报，宣传党的主
张、反映群众呼声，始终是一代代新
闻舆论工作者无比神圣的使命与
担当。

驻足时代峰峦，山高路远，风
光无限。八十载，时光又如昨，无论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在热火朝
天的建设年代，还是在波澜壮阔的
改革时期，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
呼声，始终凝聚着“唤起工农千百
万，同心干”的强大精神力量，书写
了一部无上光荣的红色新闻历史。

当前，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重
要指示精神，就要始终秉持宣传党
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的办报宗旨，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办好陕西日报，肩负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

宣传党的主张，必须把政治方
向摆在第一位。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
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我们要坚持
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
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

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要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大做强主流思
想舆论，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使之
更好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

“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
的“风向标”。

要把新闻观作为新闻舆论工
作的灵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
者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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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党的主张，必须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更好宣传
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边区群众报，诞生于革命圣地
延安，从创刊之时就以宣传党的大
政方针为己任，阐释党的主张，传播
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党和国家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发展马
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展现
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价值追求、精神风范。
我们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

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使全省人民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
业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坚定宣传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
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
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讲好中
国故事、陕西故事、丝路故事，为全
省上下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
抓细抓落地提供坚强保证。

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群众呼
声是高度统一的。

拨开历史的烟波，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那一段段鲜
活的讲述，一曲曲动人的故事，一串
串坚实的足迹，无不见证着我们党
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的鱼水深情。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
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
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

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
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
党性的人民性。

我们要坚决站稳党性立场和
人民立场，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
责高度统一起来，不断解决好“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
题。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
统，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群众呼
声高度统一起来，把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
动，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
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真正做到让
党和人民放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
的潮流，浩浩荡荡。犹记得，中国共
产党先驱李大钊说，“黄金时代，不
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
去，乃在将来”。

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始终秉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
众呼声的办报宗旨，向群众学习、为
群众服务、为群众讴歌，不忘初心、
守正创新、埋头苦干，在新时代接续
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的荣光与辉
煌！ 据3月26日《陕西日报》

宣传党的主张 反映群众呼声
——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指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