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记者林晖、熊丰、孙
少龙）砥砺奋进书写恢弘史诗，豪情壮志踏上新的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 1 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历史起
点上，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力前进！

伟大成就催人奋进

1 日上午，中宣部、全国政协机关组织广大干
部职工通过电视、网络、“两微一端”等多种形式，
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直播。
在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澎湃的
爱国激情在大家心中激荡。大家深切感到，70 年
来，我国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社会
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国家民委、生态环境部、全国妇联干部职工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时代的
中国，正如阅兵的队伍一样，威武雄壮地行进在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让亿万中华儿女感到
无上荣光。

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前行。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干部职工指出，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
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是沧
桑巨变、换了人间的 70 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光辉成就，发出了
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在新时代迈向新辉煌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在教育部、
文化和旅游部干部职工看来，总书记铿锵有力的
话语，道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发出了奋进中
国的时代强音。

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让全国人大机
关、共青团中央干部职工倍受鼓舞。他们表示，威
武雄壮的参阅部队和意气风发的游行队伍，是新中
国 70 年伟大成就的集中展示，让世界见证了中国
力量，让历史见证了中国奇迹。能够目睹国家的发
展、时代的进步，大家深感自豪。

宝贵经验昭示未来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中联

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干部职工表示，回望
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更加深切认识到党兴国
兴、党强国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干部职工
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共和国的坚
实根基，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我们要以
最深厚的人民情怀、最纯粹的赤子之心，与人民
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
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组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干部职工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
之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
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
越宽广。

科学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是引领社会前
进的伟大旗帜。中央统战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水利部干部职工认为，在当前，贯彻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是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苦干实干。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机关、外交部、安全部干部职工表示，要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满腔政治热情和深厚爱国情怀
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勇于担当、积极作
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发工作的实
际行动。

接续奋斗再创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
好、发展好”的豪迈话语，引发了中央政法委、
公安部、司法部干部职工的强烈共鸣。大家表
示，要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
传承发扬爱国奋斗精神，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为实现复兴梦
想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奋斗正当时。财政部、人民银行、审计署干
部职工表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
出来的，要始终保持砥砺奋进的精神状态，以勤

劳托起中国梦，以奋斗建功新时代，努力在本职
岗位上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业绩。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科技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干部职工表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突破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大
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
列重大风险考验。最高法、最高检干部职工表
示，要牢记初心使命，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肩负起新时代
的责任与使命。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
干部职工表示，要将这一历史时刻的心潮澎湃化
作干事创业的信念力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在新
时代奏响中华儿女的奋进凯歌。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卫生健康
委、全国总工会干部职工坚信，创造了新中国 70
年伟大成就的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上，必将书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70 年的伟大成就已经写在人类史册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引起热烈反响

红军长征，中央
红 军 总 行 程 约
25000 里。

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 ，新 中 国 走 过
25000 多天征程。

2 5 0 0 0 里 、
25000 天，看似巧合
的数字，究竟“藏”着
怎样的“秘密”？

长征二万五千
里，天上敌机侦察、轰
炸，地上几十万敌军
围追堵截，一路上遭
遇说不尽的艰难险
阻……

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陕北
说：“请问历史上曾有
过我们这样的长征
吗？没有 ，从来没有
的”，“谁使长征胜利
的呢？是共产党。没有
共产党，这样的长征
是不可能设想的”。

新中国两万五千
天，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欣欣向
荣，我们的民族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

谁使这一切发生的呢？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
产党，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设想的。

1949 年 3 月 5 日，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
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
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
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
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
是高潮。”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
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
是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跑好我们的接力。

今天，我们以盛典庆祝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
辽阔的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彩旗飘扬；装点一新
的长安街上，三军列阵，铁甲生辉。

从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万国牌”，到今天受
阅武器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人民军队向着世界
一流军队阔步迈进，这怎不令人骄傲？！

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今天经
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这怎不令人骄傲？！

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今天大踏步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
姿态屹立世界东方，这怎不令人骄傲？！

70 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
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蓝图绘就，使命催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前进道路
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攻克，摆在我们面前的使
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
伟大。

征程万里风正劲，砥砺奋进开新篇。我们坚
信：下一程更好！明天，更值得骄傲！

（记者李宣良）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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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这一天，普天同庆；这一刻，万众欢腾。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新中国 70
年奋进历程，展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凝聚团结
奋斗的磅礴力量。8 分钟 800 多字的讲话赢得 8
次雷鸣般的掌声，新时代中国的豪迈宣言激励着
全体中华儿女——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
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
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70 年前的今
天，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弹指一挥间，70 年过去了。在中华民族乃至
人类历史上，这是改天换地、震古烁今的 70 年。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缺衣少食
到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从饱受欺凌到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
历史性地划上句号，“超级工程”遍布神州大地，
科技创新激发民族智慧……翻阅浩瀚史册，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变如
此众多人民的命运，新中国 70 年可谓前无古
人。面对这一人间奇迹，每个中华儿女都为之
无比自豪，亿万中国人民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
满了信心。

砥砺奋进 70 年，艰辛探索 70 年，多少风吹
浪打，多少艰难险阻，中国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风雨无阻
向前进。历史深刻昭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领
路人和主心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
道路，有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前进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斗，
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传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新
中国 70 年，是一部人民辛勤奋斗、创造奇迹的
历史。依靠人民的事业总有不竭动力，汇聚人
民的力量才能浩荡前行。正如庆祝共和国 70
华诞群众游行的主题“同心共筑中国梦”，近 14
亿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携手奋进，什么样的奇迹
不能创造出来，什么样的梦想不能实现？前进
征程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激发
亿万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中国梦，就有
了无比强大的动力。

新中国 70 年，也是走向世界、造福人类的
70 年。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为人类谋大
同”的中国情怀始终没有改变。“为中国奋斗就
是为世界奋斗”，“友谊勋章”获得者、法国前总
理拉法兰的感言，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今日中国
与世界深度交融的发展态势。前进征程上，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
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能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
之问，为人类开辟一个光明的未来。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走过“雄关漫道真如
铁”的昨天，立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迈
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我们初心不改，我
们信念如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让我们再接再厉、不懈奋斗，把人
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
加繁荣富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为伟大祖国自豪吧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之一

▲ 10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群众游行。 新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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