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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秋色”的新意涵

秋分时节，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气候平均。另外，秋分日恰好是秋季 90

天的中间一天，因此秋分有“平分秋色”之意。因此，在秋分时节举办农民丰收节，亦

有城乡共享改革成果的涵义，契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农村与

城市的协同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

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

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2013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

山村考察农村工作并同部分村民座谈时说：“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

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

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

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进一步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

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石。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

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

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平分秋色”这个词，会愈加觉得这个词很“妙”。

“平”指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

项工作）要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分”指分配，在“公平”的基础上“分配”，则有了“共享”之意。共享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必须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还

把“共享”上升到社会制度的本质的高度，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秋色”即为丰收景色，亦可泛指劳动成果、发展成果。因而，我们站在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角度，将“平分秋色”四个字重新组合起来的时候，它便拥有了“在公平分配

的前提下，城乡之间共享劳动、发展成果”之新意涵。所以，当我们在平分秋色的秋分

节气，隆重举行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欢庆仪式时，便有了更高的追求、更明确的方向。

文︱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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