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新华社记者吴晶、何雨欣、施雨岑

1949-2019。
两个意义深远的时间坐标，勾连出一

段波澜壮阔的征程。
历史的长河，记录新中国 70 年一路奔

腾向前的步伐；世界的目光，见证亿万中华
儿女始终昂扬奋进的姿态。

新时代的跃迁中，古老的中华民族正
在崛起精神新高度，彰显更加成熟自信的
中国气质。

一个民族追逐梦想的执

着，铸就世代传承的坚韧品质

金秋时节，中国首都北京，两项世人瞩
目的工程齐头并进。

城市南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在忙
碌地进行投入运营的各项准备。这座形如
金凤展翅的超级工程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综
合交通枢纽，拥有全球首座高铁地下穿行
的机场航站楼、全球首座双层出发双层到
达的航站楼、世界最大单体航站楼。

一路向北，京张高铁实现全线轨道贯
通。百余年前，京张铁路打破了中国人不能
自建铁路的断言；而今，作为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开启
了智能高铁的先河。

两大工程遥遥相望，成为新时代新中
国飞跃进步的缩影。

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经沉沦与
觉醒、奋斗与崛起，70 载辉煌成就承载着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独立解放梦、“两弹一星”梦、奥运世博
梦……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华民族渴盼已
久的梦想一个个成为现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安居梦、创业梦、求学梦、养老梦、健康
梦、创新梦、小康梦……在国家梦想与个人
梦想的激荡交融中，中国梦正在奏响强国
之梦的时代强音。

近期，一家英国媒体的短片回顾了摘
取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以身试药、毕生研究
青蒿素的过程，一夜间火爆朋友圈。

短片将屠呦呦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
指出“尽管他们彼此差异巨大，但他们都有
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智识勇气，以及面对
逆境依然坚定立场的个人勇气”。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有人惊叹，中国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

上唤起如此强大的“心”动力———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无论是唱响《我

为祖国献石油》的工人，还是扛着蛇皮袋汇
入进城大军的农民，无论是夜以继日贡献
于中国创造的科学家，还是挥汗如雨埋首
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的工匠，亿万中国人
对梦想的追逐，刻印下历史前行的轨迹，传
递着民族奋发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的伟大飞
跃，是追梦圆梦的迢迢征途，亦是亿万中华
儿女精神气质焕然一新的风雨历程。

沧海桑田，芳华璀璨。亿万中华儿女锐
意开拓、追梦圆梦的坚定步伐，踏着强劲有
力的时代鼓点，凝聚起一个国家蓬勃向上
的精神动力。

梦想曾遥不可及，梦想是如此之近。
绿意盎然的长江两岸，稻浪滚滚的东北

大地，生机勃勃的深圳前海，活力四射的上海
张江，飞架三地的港珠澳大桥……中国梦的
现实注脚无处不在，世界惊叹于中国永不停
歇的脚步，更折服于中国人不舍昼夜的拼搏。

当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当中
国崛起被国际媒体称为“近年来最重要的
全球变革”，深藏于近 14 亿人心中的家国

之梦喷薄而出，化作势不可挡的归属感和
进取心，铸就推动一个发展中大国稳步前
行的强国之魄。

一个国家创新开放的蓬勃

朝气，融入日新月异的时代脉动

“光腚屯”、“土改第一村”、全国小康示
范村……数个气质迥异的名称，均指向同
一个地方———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

70 多年前，土改工作队在村里最古老
的一片耕地上打下第一根桩子，也悄然间
种下“求变”的火种；

上世纪 80 年代，不再满足于包产到户
带来的收入，村办企业开始将铅笔卖往世
界各地，“求变”，让元宝村一跃成了亿元村；

如今，当国内外的竞争更加激烈，元宝
村又一次“求变”，开发出高端、绿色新产
品，今年的订单纷至沓来！

从“土”中谋创新，在“改”中求奋进。一
个村庄的点滴变迁，正是一个民族奋起直
追、与时俱进的生动剪影。

浩瀚星空中，黑洞神秘而又惹人遐思。
历经 10余年的艰苦准备，2019年 4月，

各国科学家合力“捕获”了一张黑洞“正面照”。
全世界为之沸腾。全程参与这项国际

合作的中国科学家，被认为“在此次国际合
作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事件视界
望远镜”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荷兰奈梅亨
大学教授海诺·法尔克说：“中国将成为国
际科学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
太空，从“复兴号”风驰电掣到 C919 大飞
机划过长空，从“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嫦
娥四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
月背影像图……

当一个个标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
的成果惊艳全球，世界在追问：一跃千里的
创新中国，秘诀何在？

中国南海，波光潋滟。年过八旬的汪品
先院士坐进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9

天里 3 次“深潜”，人们惊叹“老人与海”的
传奇，他却兴奋于亲历这未知的世界，会带
来“研究的新意”；

中国西南的大山深处，平均年龄 35 岁
的科研团队承担着“中国天眼”的调试任
务。失败了重来，再失败再重来。三年不到，
中国人设计制造的大望远镜所有性能指标
达到验收要求，其中灵敏度和指向精度两
项关键技术指标超出预期；

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二年级学生张馨心
和小伙伴们一道，将亚轨道飞行器“方舟一
号”从图纸一点点变为现实。携带着太空生
物实验舱，承载着少年们攀登科技高峰的热
情和勇气，“方舟一号”在内蒙古成功发射；

……
蓬勃不息的创新精神代代传承，正是

中国号巨轮在风雨中稳健前行的动力所
在，更是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制胜法宝。

80 多年前，面对敌人劝降的纸笔，烈
士方志敏这样写下对祖国母亲诚挚的期
许———“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而今，首届进博会的盛况犹在眼前，上海
已经紧锣密鼓进入第二届进博会的筹备阶段。

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龙头企业超过
250家，布展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在国
际企业界眼中，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这一“新型创新”将会“改变
全球贸易模式的时间表”。

有人说，中国，“可以引领下一次全球变革
浪潮”。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正不断把“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特质，注入新时代的品质。

亿万人民拼搏奋斗的精

神，照亮昂扬奋进的伟大征程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
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毕业季的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回响着 80
岁的校友吕秉臣半个多世纪前的毕业故事。

为响应国家号召，包括吕秉臣在内的

47 名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奔赴塞罕坝，成
为塞罕坝建场时唯一一批大学生。

风沙蔽日、一年无霜期只有 50 多天、
最低气温达零下 43 摄氏度……彼时的塞
罕坝，可谓“苦寒之地”。
置身荒野，住马架房、窝棚，吃莜面疙瘩

和咸菜；观测气象、看护幼苗，通宵达旦、熬红
双眼；久居深山，有时需要 6个交换台才能获
知家人的讯息……立志于塞罕坝的生态恢
复，再苦再累，挡不住这群年轻人的脚步！

青丝渐成白发，脸庞满是岁月留痕。
吕秉臣在内的三代人，用青春与奋斗换来

塞罕坝苍翠连绵、松涛阵阵。荒芜之地树立起
的绿色地标，亦是一座礼赞奋斗的精神丰碑。

让荒漠变绿洲，让天堑变通途。伟大的
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
大的事业。

中国高铁、“中国天眼”、港珠澳大
桥……这些标志性工程，是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的见证，更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书写。

身着迷彩服，手机铃声设成冲锋号，见
人敬军礼……

以“扶贫志愿者”身份来到湖南石门县
薛家村，退伍老兵王新法不改军人本色，投
身于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带人加固河道，架起 5 座桥；爬山越
岭，铺设管道引来山泉水；组织村民规划生
态茶园，让薛家村有了“绿色银行”……村
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

然而，就在王新法和村民商量修改村
里第六座桥的设计图时，他突然捂着胸口，
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薛家村，是英雄长眠的地方。
88 年前，红四军 68 名战士在这里的

剪刀峡壮烈牺牲，当时村民将他们散落的
遗体掩埋起来。为了“请烈士回家”，王新法
掏出退休金，在薛家村六塔山建烈士陵园。

王新法自己，成为守望这片山水的第
69 位“英魂”。

在反贫困斗争的战场上，王新法的故事
仍在延续。姜仕坤、黄文秀、张秀代……一个
个倒在扶贫一线的平凡英雄，诠释着中华民
族对天道酬勤、奋斗必胜深入骨血的信仰。

一排排藏式新居，一所所新校园，一座
座新医院，一片片商贸新区，一条条宽阔道
路……漫步于青海玉树街头，美丽新城向世
人展现着灾难之后中国人民不屈的生命力。

从唐山到汶川，从洪水到非典，从外交封
锁到西化、分化、围堵……无数严峻挑战见证
了，没什么能阻挡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脚步。

从王进喜到时传祥，从焦裕禄到廖俊
波，从袁隆平到樊锦诗，从黄大年到张富
清……新中国 70 年的史册里，写满了中华
儿女撼天动地的奋斗故事。

在奋斗中推动历史进步，在奋斗中创
造历史成就，在奋斗中奏响新时代凯歌。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 . 3%，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 737 万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60 . 1% …… 2019 年上半年，国际国内
形势纷繁复杂，而中国经济迎难而上、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依然坚定。

新中国成立 70 年，改革开放 40 年，坚
定沉着战狂澜的背后，是无数普普通通的中
国人，以默默无闻的奋力奔跑，积淀起国家
在乱云飞渡、风吹浪打中的从容底气。

在风雨与荣耀交织的历史进程，在光荣
与梦想汇聚的伟大时代，民族精神赋予国家
前所未有的自信气质，中国人民风雨无阻、
高歌行进，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阔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崛起中华民族精神新高度
从 70 年奋进征程品读中国气质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罗沙 、
白阳)8 月 2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闻发布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介绍
了国庆 70 周年活动的有关情况。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李群，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林克庆，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
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丛
亮，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军委联合
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共同出席新闻
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庆祝活动突出群众性 礼敬

先驱先烈

据王晓晖介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活动主要包括：举行庆祝大会、阅
兵式和群众游行，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颁
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举行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举办国庆招待会，举办国庆
文艺晚会，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纪念章，制作播出大型文献专
题片，发行纪念邮票和纪念币等。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各地区、各部
门也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王晓
晖介绍，“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节日，各项庆祝活动都注意突出人
民群众的主体性。庆祝活动要热在基层、热在
群众，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

据王晓晖介绍，10 月 1 日的群众游行将
有 10 万多群众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将有 6
万多群众参与。庆祝大会、阅兵式还将邀请 3
万多群众参加观礼。

他同时表示，庆祝活动突出礼敬先驱先
烈和共和国建设者。庆祝大会、阅兵式将邀
请为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老
同志或其家属来参加观礼，邀请包括优秀共
产党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时代楷模、最美
人物、大国工匠、优秀农民工等近 1500 名各
界先进模范人物代表来参加观礼。还将评选
表彰一批最美奋斗者和道德模范，各地也将
广泛开展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党员、老模范、
残疾军人、烈士家属等活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时候，我
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过牺
牲和奉献的人们。”王晓晖说。

凸显国庆阅兵的庆典特色

“10 月 1 日，将在首都天安门举行盛大
阅兵式。这是国家重大纪念日阅兵的制度化
安排。”蔡志军说，此次阅兵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人民
军队改革重塑后的首次集中亮相。

蔡志军表示，有别于纪念抗战胜利阅兵、“沙场”阅兵和海上阅兵等
专题阅兵，此次阅兵将在充分展示改革强军成就的同时，凸显国庆阅兵
的庆典特色，规模上要比庆祝新中国成立 50周年、60周年阅兵和纪念
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大一些。
据蔡志军介绍，本次阅兵部队由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三

部分组成。徒步方队重点体现我军重塑重构后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规模
结构和力量编成，展示我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组成；装备方队重点体
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武器装备研发水平，受阅武器装
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不少装备将是首次亮相；空中梯队重点体
现我军航空兵发展体系化水平，展示空中作战新质能力和强大实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阅兵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不针对任何特定事态。”蔡志军说。

联欢活动歌曲演唱全部由群众完成

杜飞进介绍，群众游行活动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每个方阵展现一个
场景、讲述一段故事，小方阵连成大画卷，小场景反映大时代，小故事传递
大道理，在长安街上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新中国发展、新时代奋进画卷。

据介绍，群众游行活动中，游行群众涵盖各行各业、各族各界。彩车
主体形象精准选取生动传神、便于理解的人物形象和造型载体，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艺术充分结合。天安门广场布置“红飘带”主题景观雕塑，广
场东西两侧平行悬挂 70 个红色充气灯笼。广场内还设置临时观礼台，
让更多的各界群众能够到现场观礼。

杜飞进介绍，首都国庆联欢活动中，3290 名联欢群众将在金水桥
南端的长安街上，通过手持发光屏和表演道具艺术化表现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关省区市的特色群众艺术团体
3650 人将生动呈现各地特色文化。主题表演区东西两侧设立“幸福生
活”“同心筑梦”“时代风采”等 10 个主题的群众联欢区块，让联欢群众
自发表达爱国情感。烟花表演通过高、中、低空烟花燃放和特殊烟花装
置表演，分波次、多新意地展现烟花艺术的魅力。

他表示，联欢活动充分体现群众性，主题表演、中心联欢表演、群众
联欢全部都由各界群众来承担，联欢活动上没有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
所有歌曲演唱全部都由联欢群众来完成。

文艺晚会时代气息浓厚 大型展览唤起你我共鸣

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晚
会，也是本次庆祝活动的一大亮点。据李群介绍，这台名为《奋斗吧 中
华儿女》的文艺晚会将充分展现音乐舞蹈史诗的艺术特色，既有人们耳
熟能详的经典节目演绎，也有体现新时代的全新创作。

李群表示，晚会汇聚了全国优秀的老中青艺术家，来自港澳和台湾
地区的热爱祖国、维护“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艺术家，也将与内
地艺术家们同台献艺。同时，晚会还将运用最新的视听技术，相信会给
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

据介绍，9 月起，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丛亮表示，本次成就展的主题是“开辟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展览专门设置了“历次
党的代表大会及重要中央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历次五年规划(计划)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跨段主线，全方位展示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取得的成就。

丛亮表示，成就展将按照从 1949年到现在 70年间的年代线性逻辑展
开，既突出“国事”“大事”和“大国重器”，又强调老百姓身边的“家事”“小事”，
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唤起记忆深处的共鸣。为了扩大展览社会覆盖面，成
就展还将同步举办网上展览，以便更多群众能够随时随地体验展览。

更多精彩活动值得期待

林克庆表示，国庆 70周年，北京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游园活动。
10 月 2 日还将举办系列文艺演出、体育表演、各类展览展示等活动。此
外，即将圆满闭幕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国庆假日期间
也将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他表示，北京将开展绿化、美化、亮化、净化等环境和景观布置工
作，在全市营造隆重热烈、团结和谐、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
同时，北京还将加强城市运行保障和市场供应。

“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是北京
市的光荣使命。”林克庆说，“在筹备和服务保障过程中，我们把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与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对
市民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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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新华社评论员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改天换地。新中国
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
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革命先
辈无限憧憬的“可爱的中国”正在神州大地上
一天天展示着生动的现实。

辉煌成就饱含几代人的辛勤汗水，也
铸就了民族精神丰碑。人无精神则不立，国
无精神则不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
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只有不断增强团结一
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我们
才能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地迈向未来。

锻造兴国之魂，必须始终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的核心，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一
面旗帜，是激励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
量。历史长河中，一批又一批舍小家顾大家、
忘小我成大我的时代先锋，用毕生奉献诠释
赤子之心，挺起不屈的民族脊梁，写下了爱
国报国的壮丽史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当代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
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近 14 亿人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加油干，
就一定能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锻造兴国之魂，仍要继续砥砺“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的奋斗精神。“创业艰难百战多”，新
中国 70 年走过的历程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
斗史诗。从研制“两弹一星”到发展载人航天，
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迈向全面建成小康，多少刻
骨铭心的奋斗故事演绎其中。正是因为始终保
持那么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拼劲干劲，勤劳
智慧的中国人民才得以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
可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国外媒
体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奋斗”，“勤劳革
命”是解读中国发展的重要密码。读懂新中国
的奋斗历程，赓续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磨砺
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新
时代中国的奋进脚步必将更加铿锵稳健。

锻造兴国之魂，就要不断激发改革创新
精神。勇于变革、善于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不竭
动力。改革开放，让我们从僵化的计划经济
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从濒临开除“球籍”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新局面。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精神，极大丰
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
精神标识。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弘扬改革
开放精神，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必将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图 1：工作人员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采集数据（2017 年 7 月 12 日摄）。图 2：施工员兰增林(右)、方维在测绘管廊主体，他们是奋战在武汉军运会工地上的“90 后”新农
民工(2018 年 5 月 14 日摄)。图 3：汪品先院士从“深海勇士”号载人舱走出（2018 年 5 月 21 日摄）。图 4：大庆油田 1205 钻井队的第 21 任队长张晶(右二)与工人们在进行作业
(6 月 27 日摄)。图 5：车辆在港珠澳大桥上行驶(2018 年 10 月 24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王晓、肖艺九、张建松、王建威、梁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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