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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1949 — 2019 。
70 年风雨兼程，今日之中国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在叩问：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
70 年披荆斩棘，今日之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世界在

探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70 年砥砺奋进，今日之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时代在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
“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
鉴往知今，启迪未来。新长征路上再出发，我们该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书写民族复兴新的辉煌？

新华社记者

青 春 之 中 国

70 年，古老中国焕发蓬勃生
机，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中华
民族抵达新的高度

只有了解旧中国的苦难，才能读懂新中国的
重生。

2019 年 9 月，修葺一新的天安门，等待着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盛典。

100 多年前，这座寓意“受命于天，安邦治国”
的皇权之门，上演的是一幕幕屈辱——

八国联军踏进天安门，列强在这里抢劫、杀
戮……

那是一个跪着都无法求生的年代！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里，一个个丧

权辱国的条约让古老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走到尽
头，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呼唤着青春中国的诞生。

梁启超激情写下：“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李大钊奋力疾呼：“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

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
胎复活。”

70 年前，天安门城楼上，伴随着毛泽东的庄
严宣告，新中国呱呱坠地，中华民族从此开辟了历
史的新纪元。

当年写下《少年中国说》的梁启超绝不会想
到，他的儿子梁思成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
典，并参与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已是耄耋之年的程不时青春中国的记忆，也
是从天安门起笔——

70 年前，作为清华大学航空系第一批学生，
程不时参加了开国大典游行，并带去亲手设计的
按照真实比例用纸做的“飞机灯”。

开国大典当天派出仅有的 17 架飞机参与阅
兵，没有一架“中国造”。

游行时，有人对他们高喊：“你们一定要设计
出真的飞机来！”

程不时潸然泪下！
7年后，26岁的程不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飞机设

计师，后来参与设计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2017 年 5 月 5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

型客机首飞成功。作为专家顾问团成员，拄着拐
杖、满头白发的程不时在飞机落地那一刻，再一次
流下热泪！

从“纸飞机”到“大飞机”，70 年天翻地覆……
这是综合国力跨越发展、国际地位快速提升

的 70 年——
南京—常州，一段不到 200 公里的铁路线上，

有着一个祖孙三代火车司机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爷爷姜福临开的是蒸汽机

车，单程要十多个小时；上世纪 90 年代，爸爸姜爱
舜开的是内燃机车，1 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如今，
“90 后”的瞿俊杰驾驶的高铁，时速 350 公里，单
程 38 分钟。

瞿俊杰这样感受速度：“爷爷爱吃常州菜肉馄
饨，当年到了站就吃一碗；爸爸开火车时常常从常
州带生馄饨回来煮给爷爷吃；现在，我可以把一碗
煮好的馄饨带回来，到家时还热乎乎的！”

“一碗馄饨”，一把标尺，丈量着新中国 70 年
发展的速度与辉煌。

天安门西北约 8 公里，北京展览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向我们打开
了一条通向历史的时空隧道：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深海探测、C919 大
飞机、天眼望远镜等重大科技成果赢得世界赞叹；
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改变
祖国面貌；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新区
等建设令人鼓舞；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首届进博会等极大振奋人心……

中国经济总量从 600 多亿元增长到 90 多万
亿元，增长 174 倍。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成长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
一引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视野、

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更为彰显……
这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幸福指数快速提升

的 70 年——
70 年，中国 7 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穷。曾经

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今享受全世界最
大的民生保障网；平均寿命从 35 岁增长到 77 岁；
受教育程度从文盲占八成到高等教育即将普及；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 60 倍……

这是全方位进步、历史性变革的 70 年——
大至宪法修改，小到垃圾分类，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从“豆选”到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
废除保甲制度到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人民当家作主
成为新中国鲜明特征。山川家园更加秀美壮丽，文
化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强军兴军迈出崭新步伐……

70 年斗转星移，在中华文明历史坐标中又该
是怎样的位移？

良渚古城，最古老的“杭州城”，那著名的玉琮王
散发着人类文明的曙光。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
遗成功，中华 5000多年文明再次赢得世界喝彩。

难以忘记，甲午战争后，这座“人间天堂”，被
强征为日本商埠、设立租界而暗淡凋敝。鲁迅先
生以《论雷峰塔的倒掉》呼唤一个旧世界的灭亡。

今天的这里，数字经济勇立潮头，见证占世界
GDP 约九成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聚首，成为一张
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

良渚更像一个活化石，印证着一个盛—衰—
盛的文明变化。

“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V
字形变化轨迹，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由盛至衰
再至盛的国家，这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
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2019 年，北京金秋。90 岁的台盟中央原名

2019 年中秋，北京西郊香山。满山叠翠，游
人如织。

70 年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
第一站，毛泽东在此欣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写
下豪迈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70 年后，在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重温赶考“初心”，发出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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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翻地覆慨而慷，这条“人间正道”，蕴藏着

中国奇迹怎样的必然逻辑？
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
上海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中国共

产党的“产床”，98 年前这里名为望志路。从
“望志”到“兴业”，恰似一条从救国救民志向中
来、向民族复兴伟业去的道路。

挽民族之沉沦、建崭新之国家！这是自
1840 年以来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探寻。然
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诸路皆
走不通”。

洪流滚滚、百折不挠。
从石库门出发、自南湖启航，走过赣水闽山

的蜿蜒小道，跨过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迈过沟
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
民，终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017 年，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一被称为“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盛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时代共产党人，将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方略，系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标注了
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是
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品格写照。

有学者统计，1913 年至 1950 年期间，世界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 . 82%，而中国为-0 . 02%。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负数起点！

新中国成立 7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将亿
万中国人同全新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

1956 年 2 月至 4 月，中南海颐年堂。
每天一起床，毛泽东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

北京新首钢大桥开通，是目前我国最宽的钢桥梁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张骁）9 月 29 日，历时 3 年多时间

修建的北京新首钢大桥正式开通，这标志着拉动北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长安街西延线工程全线贯通。

新首钢大桥桥型采用全球首例双塔斜拉钢构组合体系桥，是目前北

京地区最大的跨径桥梁；大桥全长 1354 米，宽度达 54 . 9 米，设计双向 8
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是目前我国最宽的钢桥梁；大桥使用各类钢
板用量合计约 4 . 5 万吨，其中钢箱梁、钢塔钢板由首钢自主生产。

图为 9 月 29 日拍摄的新首钢大桥。 新华社发（任超摄）

■新闻链接

人 间 正 道 是 沧 桑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7 0 周年华诞

誉副主席田富达唱起这首《义勇军进行曲》。
岁月已让这位老人的耳朵有些失聪，眼睛几

近失明，但唱起国歌来，每句歌词都准确，每段旋
律都铿锵。

70 年前，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那
海啸般的欢呼至今仍萦绕在他耳边：“当时我激动
得只想大喊……”

70 年来，他见证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段青春
岁月。

70 年春华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
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奋 斗 之 中 国

70 年，人民共和国阔步走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人
间正道”上，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五个小时，连续 43 个日日夜夜，听取国务院 35
个部门的汇报。

1956年 4月 25日，《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
前进。

江西南昌西郊，有条幽静土路，被称为“小
平小道”。

196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2 月，被下放到这
里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邓小平，每天经过
这条蜿蜒小道。

从“小平小道”上的深邃思考到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中国历经思想解放洗礼和体制机制
变革。

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找
到一条中国式的革命之路；还是实施“一化三
改”，探索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还是将“社会主
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找到一条
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成功的秘诀，就在于
“走自己的路”，将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面对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全新的视野和开拓性的
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强国富民之
路越走越宽。

“道路的选择是最核心的。”清华大学国情
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中国避免了走“老路”“邪
路”，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
路”，这是 70 年来中国奇迹的秘诀所在。

每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总能引领实践上的
飞跃。

走进今日的浙北安吉县余村，青山逶迤，竹
海连绵，俨然一幅“桃源”景象。然而本世纪初，
这里靠山吃山，挖采石灰石，烟尘漫天。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来到这里考察，得知村里关闭矿区，打算
走绿色发展之路，他评价这是“高明之举”。

几天后，一篇约 300 字、题为《绿水青山也
是金山银山》的文章发表。

在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中，
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由此萌芽。

思想的火焰，照耀着崭新的时代——
以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谋划全局，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以创新作为“第一
动力”，以绿色奠定发展底色，以“一带一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划互利共赢……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
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着中国
新的发展进程，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用不断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武装头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动物界有一种羚羊，被猎人逼到悬崖边时，
会迅速分成一老一少两群，老羊先跳出去，小羊
接着跳到老羊的背上，跳到对岸。

我们来到深圳蛇口，仿佛听到当年蛇口建
设总指挥袁庚的这段话：我们共产党人能不能
像羚羊这样，为下一代打开一条生存的通道？

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用鲜

血和生命，谱写了壮怀激烈的不朽篇章。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是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的动力之源。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提出分“两步走”、全面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到 80 年代清晰
描绘“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以
“两个十五年”全面擘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宏伟蓝图……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胸怀气魄，以一种“接力赛”的制度优势，将前
无古人的事业一步步推向前进。

今日之中国，经过浴火锻造而更加坚强有
力的中国共产党，昂然屹立于民族复兴的历史
潮头，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推动改天换地的
社会革命。

“中国发展之谜的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
外媒如是赞叹。

开国大典前，宋庆龄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说：“我们达到今天
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写入国家根本法。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泱泱大国，气象万
千。 （下转 6 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吴雨）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8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8228 元，比 1949 年
实际增长 59 . 2 倍。“钱袋子”日渐丰满，人们的
幸福感与日俱增。

70 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
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自
身收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评价一国国民贫富程度的重要指
标。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只有不足 100 元和 50 元，到 2018 年，
增至 39251 元、14617 元。

70 年，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注重分好蛋糕。农村
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在城乡、地区
间的差距不断缩小。2018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值为 2 . 69，比 1956 年下降 0 . 64。7
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70 年，居民增收的途径越来越多。现在，居
民的“钱袋子”里不只有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财富管理市
场总规模从 2007 年的 6 . 59 万亿元升至 2018
年的 132 万亿元。

70 年，节节攀升的收入水平大大提升了居
民消费能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1956 年的
88 元跃升至 2018 年的 19853 元。收入增长带
来生活质量的提高，2018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

户拥有移动电话 257 部、汽车 22 . 3 辆、空调 65 . 2
台……中国人不再操心温饱，而是有更多闲钱去
休闲旅游、健康养生。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离不开勤劳付出，更得益
于国家的发展强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
量发展，新的增长点不断显现，居民收入将稳步增
长，生活水平也将水涨船高。

70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约 6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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