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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
日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
地，瞻仰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革命旧址，
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国奠
基》主题展览，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缅怀毛泽东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
紧密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
意进取、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
发展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活动。

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喜庆祥和。
12 日下午，习近平从中南海乘车来到位
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的香山革命纪念
地视察。习近平首先来到双清别墅，瞻仰
毛泽东同志当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修缮
一新的双清别墅，保持了原有风貌，绿树
成荫，格外幽静。别墅内，办公室、会客

室、卧室、饭厅的家具陈设，床上的书籍
和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势图》、《最新北
平大地图》等的摆放，都一如原样。习近
平仔细察看，不时询问历史细节，对别墅
的维护、修缮和文物保护表示满意。

接着，习近平步行来到不远处的来青
轩，瞻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同大家一起缅怀老一
辈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情况。

离开来青轩，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
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了《为新中国
奠基——— 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
览。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八

柱”的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在香山为新
中国搭建四梁八柱。28 根廊柱，象征中
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 28 年的
奋斗历程。南广场上矗立着高 19 . 49 米
的国旗杆，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
1949 年。主题展览由“进京‘赶考’”、“进
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新中
国筹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5 个部分组成，按历史脉络，通过
800 多张图片、报照、地图、表格和 1200
多件实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生动呈
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
历程。

习近平走进纪念馆，认真听取了每
一个单元的讲解。正在播放的《北平和
平解放》、《西苑机场阅兵》、《开国大典》
等珍贵影像纪录片，吸引了习近平的目
光。他驻足观看，不时同大家交流，回顾
当年党中央进驻北京的历史细节。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香山示意图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等专题展柜，习近平仔细听
取介绍，对当年党中央筹建新中国的历
史感慨良多。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纪念馆序
厅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
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 日进驻北京香
山，这里成为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
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
命令，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的伟大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
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
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
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
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和政策基础。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
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
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
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建
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
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
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
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
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
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
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
“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
帆远航。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
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
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
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
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
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
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
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丁薛祥、陈希、蔡奇、尤权，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市
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锐 意 进 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
王沪宁参加活动

▲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这是习近平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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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陈
芳、胡喆)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人们或趴在窗
前、或等在旷野，凝视头顶的夜空，聆听
来自宇宙的那曲《东方红》。那时，航天对
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个遥远的梦。

2019 年 3 月 10 日，山间一道赤焰
拔地而起，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大凉山，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中星 6C”卫星

成功发射升空。这一刻，中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发射次数刷新为“300”。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
士，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他说，是中国航
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
事业发展成就了巨变。

从研究室到试验基地，从大漠风沙
到瀚海惊涛，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航天
人从一穷二白起家，靠双手和算盘打出
精确的轨道，凭脚步丈量出试验的数据，
在戈壁深处创造出奇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东方红”跃
然于世到“墨子号”飞向太空，从“两弹一

星”横空出世到北斗系统服务全球、“嫦娥
四号”传回世界上第一张月背影像图……
一部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发展史，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第一个
“100 次发射”用了 37 年，第二个“百发”
用了不到 8 年，第三个“百发”用时仅 4
年多。未来，我国还将开启探索火星、从
月球采样返回、完成空间站建设等新的
历史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感慨：
“在艰难险阻中求突破，每一个梦想成就
更大的辉煌。”

浩瀚宇宙，是中国航天的舞台。随着

发射次数不断增多，普通人的太空梦也
不再遥不可及。通过北斗导航卫星、风云
气象卫星等卫星资源的应用，航天走进
千家万户，造福普罗大众。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经
过一代代航天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
努力，正逐渐变为现实。

70 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从零“飞”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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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

从零“飞”到 300+》。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朱基
钗)截至 12 日下午，十九届中央第四轮
巡视 15 个巡视组完成对 37 个中央和国
家机关单位的进驻工作，十九届中央第
四轮巡视全面展开。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四
轮巡视对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

部、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
会、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科
学技术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司法
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
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科技日报社，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
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等 37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党组
织开展常规巡视。 (下转 6 版)

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完成进驻
张玉清、张峰、张淋清

“我是中国空军，你即将
进入中国领空，立即离开！立
即离开！”近日，一条“空军海
上驱离外机中英文喊话”的
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主角”、
驱离外国军机的中国空军飞
行员，来自有着“辽东雄鹰”
美誉的空军航空兵某旅。对
于这支在改革强军中成长发
展的新生空中劲旅而言，走
红网络所展示的，是他们潜
心砺剑、昂首亮剑的日常行
为……

在空军部队，“金头盔”
是授给对抗空战比武中最为
优秀的飞行员的；“天鹰杯”
是颁给在对抗空战比武中取
得团体第一的航空兵部队
的。作为空军首批成立的三
代机航空兵旅，在空军对抗
空战比武中，他们两次捧得
“天鹰杯”，7 名飞行员 8 次
获得“金头盔”。

现任飞行三大队大队
长侯庆龙回忆，刚参加“金
头盔”比武时，由于他们在
一些设备的使用上与其他部队存在
一定差距，几场关键对抗，他在空中
只能听到一阵阵刺耳的报警声，连对
手的影子也抓不到。这种差距，给全

旅上下敲响了警钟。从那时
起，他们卧薪尝胆、潜心砺
剑，邀请科研院所探讨交
流，每年对数千条作战数据
进行试飞验证。为了让训练
更贴近实战，全旅飞行员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
取消高度差进行空战，载荷
经常拉到七八个 G。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
年，侯庆龙与战友一道，夺得
该旅历史上首个“金头盔”，
那一年，他年仅 28 岁。

“面对急速冲来的对手，
我驾驶战机连续进行大过载
机动，30 多秒下降了数千
米，摆脱对手后，直接将其
‘反杀’。”回忆当时与对手“决
战”的场景，侯庆龙仍难掩兴
奋之情。

“战胜对手比战胜队友
更重要。”这是该旅飞行员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近年来，
他们的战斗航迹遍布祖国大
江南北，展翅东海、战巡南
海、砺剑戈壁、演兵塞外……
每一道航迹，都有令人热血
贲张的故事。东海上空，他们

查证驱离外国军机；战巡南海，他们巡
航千余公里；砺剑戈壁，他们屡创佳
绩，享誉全军；演兵塞外，他们闻警而
动，转战千里。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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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脱贫拔寨又攻城
“三区三州”南疆四地州

脱贫攻坚报告
（ 3 版）

9 月 12 日，重庆市荣昌区在清江镇举行庆丰收
活动。在一片丰收的稻田里，人们载歌载舞分享丰收
的喜悦。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稻田里过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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