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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华华每每日日电电讯讯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刊 人人 民民 节节 日日

▲ 10 月 1 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联欢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新华社记者

（一）序曲——“今天是你的

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

白鸽……”

“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民、海内

外中华儿女，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

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都为

我们伟大的祖国衷心祝福。

——习近平
清晨 6 时 10 分，伴随一轮朝阳从东方冉冉

升起，天安门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
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城楼红墙

正中悬挂着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巨幅彩色
画像。

披上节日盛装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
念碑巍峨矗立，“国庆”“ 1949 ”“ 2019 ”立
体字分外醒目，两条“红飘带”大型主题景观寓
意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 70 盏红灯
笼高悬在广场东西两侧。

70 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
上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备受欺凌的历史自此一去不复返！

70 年后的今天，阔步在复兴新征程上的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今日的天安门，万众瞩目；
今日的新中国，风华正茂。
这就是亿万华夏儿女所期盼的盛世中华！
在嘀嗒声中， 1949 、 1959 、 1969 ……

2019 ，广场大屏幕上的钟摆不断跳动年份数
字，把人们的回忆带回一段段激情满怀的岁月。

此时此刻，汇聚于此的 20 余万军民将以盛
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伟大祖国这个隆
重喜庆节日；

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民翘首以待这个盛世
盛典的到来……

（二）旗帜——“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

大的祖国……”

“70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

看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

光荣和梦想在这里交汇，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将标注新的辉煌——

9 时 57 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向广场观礼
台上的各界代表挥手致意，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

10 时整，庆祝大会开始， 70 响礼炮响彻
云霄。

钢枪如林，气势如虹。伴随着第一声礼炮响
起， 222 名国旗护卫队官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平

台列队，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迈向天安门广场北
端的升旗区。

步履铿锵，传递斗志昂扬的信心——今天的
中国，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从未如此
之近！

意气风发，彰显不懈奋斗的精神——今天的
中国，亿万中华儿女在追梦的新征程上拼搏
不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0 时 05 分， 1300 多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场
起立齐声高唱，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面冉冉
升起的五星红旗上——

4 6 秒升旗时间，穿越多少壮怀激烈的
历史！

70 年前，毛泽东亲自按下电钮，天安门广
场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亿万中华儿女
由此开启了新的纪元。

为了升起这面红旗，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
洒热血——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首次升起时，被
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的江竹筠和难友们憧憬着绣制
了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红旗，随后微笑着走向了刑
场……

“总无法看见旗杆，因为全场的红旗全都高
高举起，密不透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退
休干部、今年 90 岁的钱听涛谈起在天安门广场
上参加开国大典的一幕，眼中有光：“红旗招
展，中国终于迎来了这全新的一天！”

五星红旗，中国人民的骄傲：她每天伴随朝
阳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她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祖国时升起；她随神舟飞船展现在浩瀚的太
空……

五星红旗，激发奋进的力量：她在中国体育
健儿夺冠时升起；她在长江抗洪救灾、汶川特大
地震救灾现场升起；她在刚刚投运的大兴国际机
场、在正如火如荼建设的雄安新区升起……

五星红旗，光耀中华——
10 时 06 分，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

要讲话——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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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
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这是振奋人心的号召，这是自信豪迈的
宣示！

坚定有力的话语，激荡如潮的掌声，久久回
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 70 年的变化一下说不完，我们的国家从
来没有过这样的繁荣、昌盛、富强！”受邀在天
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
清，说起祖国变化感慨万分。

10 时 15 分，标兵就位，阅兵仪式开始。
在激扬的号角声中，习近平乘坐红旗检阅

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
“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

员乙晓光向习近平报告受阅部队列队完毕。
“开始！”习近平下达命令。
这是新中国的第 15 次国庆阅兵，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也是共
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习近平驱车行进至受阅部队最前方的党旗、
国旗、军旗前，停车、转身、肃立，面向旗帜行
注目礼，神情庄重、目光坚毅。

旗帜，就是方向！这面中国共产党党旗永远

指引着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勇向前！
旗帜，就是荣光！这面五星红旗永远鼓舞着

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创造新的奇迹！
旗帜，就是力量！这面“八一”军旗永远激

励着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
“敬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 15 个徒

步方队、 32 个装备方队依次接受检阅。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一声声亲切问候，一声声响亮回答，久久回

荡在长安街上空。
习近平乘车驶回天安门途中，受阅官兵齐声

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军歌嘹亮，声震长空。

（三）铁流——“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

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
巨大轰鸣声中，空中护旗梯队拉开了阅兵分

列式序幕——
10 时 43 分， 3 架载旗直升机依次飞过天安

门广场上空，党旗、国旗、军旗迎风飘扬，紧随
其后的 20 架直升机组成巨大“ 70 ”字样……

这次国庆阅兵编有 59 个方队梯队，受阅官
兵近 1 . 5 万人，受阅各型飞机 160 余架、装备
580 台套，是近几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富国与强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两大
基石。

这是一次鲜明的政治宣示，人民军队听党指
挥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这是一次改革成果的集
中体现，反映全力推进改革强军的巨大成就；这
是一次坚定决心的彰显：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维
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气势磅礴、排山倒海，陆军方队、海军方
队、空军方队、火箭军方队、战略支援部队方
队…… 15 个方队组成的徒步方队在天安门前依
次通过，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马达轰鸣、震天动地， 32 个装备方队分为
陆上作战、海上作战、防空反导、信息作战、无
人作战、后装保障、战略打击 7 个模块，按照联
合作战编成隆隆驶来……

看到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习近平
等领导同志频频鼓掌，现场观礼的代表掌声
如潮。

政治坚定、铸牢军魂，这是一支坚决听党指
挥的军队——

三军之势，莫重于将。领导指挥方队，这支
国庆阅兵中首次亮相的方队由 27 名将军与 325
名校尉军官组成，来自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各
军兵种和武警部队。

100 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全军荣誉功勋
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浩荡而来。五大战区主
要指挥员引领在前，坚定表明各战区坚决听从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号令，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雄伟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在党的领
导下，自诞生之日起，人民军队就以党的初心为
初心，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坚定把自己与国家的
梦想、民族的向往、亿万人民的期盼紧紧融为
一体。

党的十八大后实施国防和军队改革，我军建
立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

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接连实
施，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
新、面貌一新。

“今天的胜利，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
生命换来的。决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决不能
忘记战士们的流血牺牲。”听着雄壮旋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老一辈战斗英雄李延
年忆往昔峥嵘岁月心潮澎湃。他说，在党的指
挥下，今天的人民子弟兵一定会为复兴伟业再
立新功。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人民军队始终如一、力量
无穷。

攻坚克难、使命担当，这是一支一切为了
人民的军队——

汶川地震中立志要当空降兵的男孩，今天
成为了阅兵队伍的一员。

23 岁的程强，是空降兵部队某旅“黄继
光班”第 38 任班长。汶川地震后，驰援灾区
的空降兵帮助群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部队
离开那天， 12 岁的他把一个写着“我想当空
降兵”的横幅举过头顶，表达长大后能在人民
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愿望……

“危险敢上、重担敢挑、第一敢争、红旗
敢扛”，正是“黄继光班”战士们始终如一的
品格，也是人民子弟兵为祖国、为人民勇于担
当的写照。

有这样的担当，人民军队勇往直前。从三
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西气东输到西电东送，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官兵的身影成为一道流
动的风景；

有这样的担当，人民军队义无反顾。抗震
救灾，抗击“非典”，迎战洪水，哪里最危
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有这样的担当，人民军队激流勇进。大刀
阔斧改革，与时俱进创新，努力构建能够打赢
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
代军事力量体系。

钢铁长城、强军伟业，这是一支战无不胜
的钢铁军队——

22 辆 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发出巨大轰
鸣声。

曾记否，开国大典上的受阅坦克、火炮等
武器装备是“万国牌”。

70 年，强军梦与中国梦交相辉映。
1959 年国庆阅兵，受阅武器装备基本实

现国产化； 1984 年国庆阅兵，受阅 28 种武器
装备全部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武器首次亮
相； 1999 年国庆阅兵，新装备占 90% 以上；
2009 年国庆阅兵，受阅装备大多已达到或接
近世界先进水平。

此次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 40% 为
首次亮相，表明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有了更加坚实的
支撑。

铁流滚滚，奔涌向前。
观礼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百感

交集：“ 1970 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
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那种自豪感无以言
表。”

大国长剑，浩荡东风。
东风— 41 洲际战略核导弹压轴出场，引

发现场观众阵阵欢呼。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
弹，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尽显我国战略力量“王牌”“底
牌”的崭新风貌。

“有底牌才有底气。”受邀参加国庆庆典
的开国上将杨成武之子杨东明说， 70 年前，
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推动建立了新中

国； 70 年后的今天，人民军队发展成为基本
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强大战略
支撑。

雄伟的天安门，宽阔的长安街，永远铭记
着人民军队奋进新时代、勠力强军的铿锵
足音！

11 时 23 分许，空中梯队来了——
随着一架空警— 2000 预警机飞过天安门

广场上空，浩大的战机梯队呼啸而来，海上巡
逻机梯队、运输机梯队、支援保障机梯队、轰
炸机梯队、加受油机梯队、舰载机梯队、歼击
机梯队、陆航突击梯队依次低空飞过，接受
检阅。

70 年前开国大典上，为飞出国威，仅有
的 17 架飞机不得不连飞两遍，且无一是“中
国造”。国外有些人曾嘲讽，“中国是一只没
有翅膀的雄鹰”。如今，“中国号”战鹰翱
翔，今日盛世如初所愿！

仰望天空的新型战机，南昌起义总指挥
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热泪盈眶：“看到新
时代人民军队威武雄壮，想到共和国 70 年
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永远奋斗。”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教练机梯队掠过头顶，划出 7 条彩带，向

共和国 70 华诞献上美好的生日祝福。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有亿万中华

儿女的勠力同心，强国可期，强军必成！

（ 四）奋进——“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

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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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11 时 32 分，一声天籁穿破天际， 4 名儿

童的清唱，拉开长安街上的群众游行序幕。
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的“十里长

街”，寓意“建国与复兴”。
现场 10 万名群众、 70 组彩车组成 36 个

方阵和 3 个情境式行进，分“建国创业”“改
革开放”“伟大复兴”三个篇章，构成浩大盛
世画卷。

1949 — 2019 。
在阵阵欢呼声中，由 1949 名青年组成的

国旗方阵、 2019 名青年组成的国庆年号和国
徽方阵依次走来。

70 年栉风沐雨， 70 年砥砺奋进。从筚路
蓝缕到繁荣富强，从一穷二白到幸福安康，共
和国从青春走来，向未来奔去。

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彪炳
史册的昨日成就，由先辈创造。

伴随一首《红旗颂》， 21 辆礼宾车组成
的“致敬”方阵徐徐驶来。第一辆礼宾车上，
是 6 位新中国缔造者的亲属代表、 3 位老一辈
科学家的家属代表和 9 位老红军老八路军老解
放军；紧随而来的 20 辆礼宾车上也坐着老一
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
设者和亲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
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
支前模范代表。

先锋引领、英雄辈出，如熊熊燃烧的火
炬，照亮前行之路。 （下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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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7 0 周 年

大会全景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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