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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外国政
党人士高度评价中共领导下中国取得
的辉煌成就，感叹“中国奇迹”的产生
离不开中共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发展道
路，认为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国家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坚强领导不可或缺

　　“每一次访问，都能感到中国又发
生了新的巨大变化。”
　　“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人民幸福
感与日俱增。”
　　“我所见到的中国，在科技、经济
和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
　　谈及中国取得的成就，接受采访
的外国政党人士由衷赞叹。他们大多
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亲
身感受。
　　“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国家仅用
40 多年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老挝人民革
命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副总理宋
沙瓦·凌沙瓦称赞说。在他看来，中国
共产党的英明和坚强领导是中国取得
这一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关注、研究中国发展的外国
政党人士认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
得巨大发展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共在动态变化的世界中
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独特模式，这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加利
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保诺夫
谈及“中国奇迹”时说。
　　——— 在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
席莫雷诺看来，中共治理国家的思路
和政策与现实紧密相连，走的是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顺应了当
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又符合中
国国情，成就了中国人民的伟业。
　　——— 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拉伊
德·法赫米说，中国实现快速发展取决
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度
优势。
　　论及中共的执政实践，叙利亚执
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中央领导机构
成员迈赫迪·达哈勒·阿拉认为，中共
在国家治理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真抓实干，不断提出新理论、
新思想，这使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快
速和巨大发展。
　　巴拿马执政党民主革命党国际关
系书记埃克托尔·阿莱曼特别提到制
定规划在推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赞扬一个又一个目标在中共的领
导和组织下得以落实。“毫无疑问，没
有中共的领导和先锋作用，这些成就
是无法取得的。”

发展成果造福人民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
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体现
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居民个人收入
在不断增长。”两次访华的统一叙利亚
共产党总书记纳杰姆丁·哈里特指出，
中共坚持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
这是中共能够带领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的关键。
　　中国的发展进步使中国人民的生
活质量不断改善、幸福感与日俱增，引
起包括哈里特在内外国政党人士特别
关注。他们从亲身经历和长期观察中
感受到，中共着力解决人民关心的问
题，切实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体现出卓
越领导力。
　　加纳执政党新爱国党主席弗雷德
里克·布莱说，中共为缩小东西部经济
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所作的努力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法国团结与进步党主席雅克·舍
米纳德注意到，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
的未来非常乐观，中共同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守“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创造出
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
　　在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阿扎
姆·赛义德看来，中共制定的发展政策
具有连贯性，这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
越来越好，中国稳步向民族复兴的目
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带领中国人民与贫困作
斗争取得历史性成就，外国政党人士
纷纷点赞。
　　———“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
大改善，我认为这十分重要。”匈牙利前
总理迈杰希·彼得表示，中国减贫实践
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和谐
发展”，成功的关键则是设立目标、长远
规划，并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
　　——— 巴西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
前总统卡多佐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
减贫工作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共把
民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能获
得民心、带领民众脱贫致富”。
　　——— 迈赫迪认为，中国在减贫等
领域取得的成绩说明中共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在工作，坚持执政为民，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到访中国后，我验证了多年来关
于中国道路的认识。中国治理模式在
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我们有必要
学习、分析，并借鉴到我们的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
党副主席阿丹·查韦斯如是说。
　　阿丹·查韦斯曾亲身感知中国在各
领域的发展变化，并认真研读《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他说，读这一著作帮助自
己了解中国发展过程中迸发出的新思
想、新视野、新进展。中国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成功，对委内瑞
拉和其他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同阿丹·查韦斯一样，许多长期关
注中国的外国政党人士都对了解、研
究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共的执政实践
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最适合中国。中国的发展
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国际书记索菲
娅·卡瓦哈尔希望从中共的执政经验
中汲取智慧。她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应学习中共不断创新的精神，根据人
民的需求不断调整工作重心，这样才
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
民，而且为世界创造了市场及投资机
会。”在迈杰希看来，中国的成功为发
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那就是要在既
有资源条件下团结奋斗，既要辛勤工
作，又要有良好的领导力。
　　布莱称赞中国是“一个乐于分享
其发展经验的国家”。他特别提及，中
国在扶贫领域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开
发资源并善用人力资源，这些宝贵经
验具有世界意义。
　　白俄罗斯前副总理托济克表示，
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积累的很多经验对其他国
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期待中国共
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
活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并为全人类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执笔记者：何梦舒；
参与记者：章建华、孙毅飞、张国英、张
淼、郑一晗、汪健、苏津、许正、崔可欣、
王玉、董亚雷、袁亮、陈威华、赵焱、朱
婉君、裴剑容、吴昊、魏忠杰、李佳）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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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社记者张京品、格桑朗杰

　　一张张泛黄的纸张，微微上翘的边
缘已被抚平，年迈有力的手指翻阅得异
常轻柔，阅读的声音坚毅而又浑厚，只是
不时的微颤却让思念的味道漫延开来。
　　“戎生，好孩子，真是听话的孩子，
你一面学习，一面做工，一面参加工作，
很好。我一生，只知为党为人民，不知为
私，你妈妈也是一样……”
　　“戎生……至于做何工作，在一个
共产党员来说，没有任何的个人要求
和所好，只有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积极
工作的义务。”
　　一句句戎生、一声声孩子，十三载
的叮咛平淡而又真挚。
　　戎生，大名谭戎生，出生于 1941
年的他，今年已 80 岁高龄。每每翻阅
20 世纪 50 年代父亲谭冠三和母亲李
光明从西藏给自己写的书信，心中总
是感慨不已。

进藏即是天涯相思

　　出生于 1908 年的谭冠三，是湖
南耒阳人，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抗日
战争等。革命军旅的生活，战斗频繁，
环境艰苦，谭冠三始终与家人聚少
离多。
　　 1950 年 1 月 15 日，时任十八军政
委的谭冠三，已明确兼任四川省自贡市
委书记，曾和爱人想过把散落在各地的
4 个孩子接到四川安家团圆。
　　“我谭冠三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
席的号召，到西藏去，把老婆也带去，不

在川南安家，我决心同藏族同胞一起，
为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建设民
主幸福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一生，我
愿将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进军西藏
的任务传来，谭冠三如是回答。
　　十八军将士们克服高寒缺氧的条
件，吃着夹生饭，翻越雪山，跨过金沙
江，挺进世界屋脊。“头上没有飞机，后
面没有追兵，除此之外，进藏比长征还
艰难。”谭冠三生前曾回忆道。
　 　 谭 冠 三 一 家 人 的 团 圆 梦 就 此
作罢。
　　 1952 年 8 月，谭戎生 11 岁那
年，谭冠三在西藏给他写了第一封家
书，而此时距两人上次见面，已相隔 5
年之久了。
　　“戎生，你这几年来，学习进步一定
很好。我们天天在这里希望你进步……
我们身体很好，工作也很顺利，不要挂
念。祝你和你弟弟身体好，并祝进步！”
　　彼时，进藏公路尚未修通，进西藏
难，出西藏更不易。在那个交通极为落
后的年代，书信成为父子两人联络的
主要渠道。
　　谭冠三进藏后，直到 1955 年，谭
戎生才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父亲。“父
亲刚看到我一愣，你是戎生吗？父亲就
很感慨，摸着我和弟弟的头：孩子们都
长大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对孩子的
疼爱怜爱。”匆匆来，匆匆去，是谭戎生
儿时对父亲的印象。

家书寄托建设边疆决心

　　“叶、边校长，因我远在祖国西南

边疆西藏军区工作，承校长等同志
对我之孩子们的教育培养关怀，深
感谢之至……”
　　“戎生……我一生，只知为党为
人民，不知为私，你妈妈也是一样。
生出你们兄弟妹以来，均寄托出去
了，不能照顾你们周到，现在你们均
长成人了，也很努力求进步，这就很
好，对我在边疆工作也是很大的鼓
励之一。”
　　“戎生……我近来身体仍然不
够好，主要的是血压高、头疼，但不
大要紧，共产党员就是有点病也是
可以抗拒的，不要记挂。”
　　一封封家书传递着相思，是谭
冠三对孩子的教导和期许，背后更
是他在西藏的付出和坚守，透露出
谭冠三扎根边疆、长期建藏的决心。
　　远在边疆的谭冠三，无暇亲自
照顾自己的孩子，把更多精力都投
入到了建设西藏的事业上。
　　 1956 年 9 月，几个沉重的大
箱子，由谭冠三从北京提回西藏。
　　箱子里面都是菜籽果种——— 谭
冠 三 满 心 惦 记 着 的 都 是 自 己 的
农场。
　　进藏后，谭冠三率领进藏部队
在拉萨西郊挥镐开垦荒地，组建起
有 300 余人的“八一农场”，不但种
出青稞，还种出白菜、萝卜、土豆、西
红柿、辣椒、黄瓜、苹果等果蔬。
　　丰收的“八一农场”收养了上百
名拉萨街头流浪的藏族孤儿，谭冠
三亲自给他们讲课。
　　多年后，这些孩子们大多成长

为建设西藏的中坚力量，第一个从北
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运动员潘
多，便是其中之一。

“鸿雁”埋下子承父志传奇

　　 1985 年 12 月 6 日，在祖国边疆
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辞世。临终之
前，他向党提出了请求：“我死之后，请
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1986 年 7 月 29 日，谭戎生护送
父亲的骨灰来到拉萨。当年，谭戎生自
愿申请平调进藏，成为一名戍守边疆
的军人。
　　谭戎生说：“当年父亲从西藏给我
写的书信，或许在我内心埋下了进藏
的种子。”
　　“戎生……接班的是你们这一代，
要成为真正的接班人。”
　　“戎生……牢记住你是一个革命
者的后代，永远保持和爱护这个革命
的光荣意义。”
　　这样的嘱咐，成了谭戎生学习和
工作的追求。“父亲在书信中的教诲和
他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给予我
前进的动力！”谭戎生追忆道，“而我也
开始能够理解父亲信念坚定的理由，
大家不成，何以成小家！”
　　岁月变迁，情感却始终长存。斯人
已逝，精神犹存。
　　家书陈旧变得发黄，满载的不仅
是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更是对西藏的
赤诚之心，也是西藏和平解放那段艰
苦岁月的生动写照。
    新华社拉萨 5 月 23 日电

家书里的西藏和平解放剪影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记者
白 瀛）“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是
如何传唱至今的？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即将上映
的电影《让这首歌作证》以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曹火星创作《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歌曲在中
华大地上传唱、激励全国人民为建立
新中国英勇斗争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和一首歌、一个政党
和一个国家的故事。”影片编剧之一王
兴东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王兴东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电影编剧代
表作有《建国大业》《离开雷锋的日
子》等。
　　另一名编剧张佑晨介绍，《让这首
歌作证》故事从 2015 年也门撤侨切
入，失去护照的曹希飞，用二爷爷曹火
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证明身份，登上了回国的临
沂舰。
　　 1943 年秋，年仅 19 岁的曹火星
在房涞涿县（现北京市房山区）堂上村
进行反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宣传活动

时，利用民间文艺形式“霸王鞭”编写
了一套歌曲，其中一首就是《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中国》，后来在传唱过程中被
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数年前，王兴东和张佑晨深入京
津冀地区寻找曹火星的创作轨迹时，
经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了独特的人
物关系和具有活力的戏剧情境：曹火
星原名曹峙，字文山，其兄曹岱，字泰
山，长其十岁，抗战时期两人分别加入
共产党和国民党；曹火星写了歌曲《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激起兄弟之间
的观念冲突、信仰冲突……
　　“影片通过两兄弟围绕一首歌展
开的观念与信仰的冲突交锋，寓言式
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小
到大，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取得胜
利的过程。”王兴东说。
　　影片中，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发表在《晋察冀
日报》上。曹岱奉命招降曹火星，否则
就要除掉曹火星。在两兄弟正面交锋
的时刻，曹火星对曹岱说：
　　“杀掉一首人民喜欢唱的歌，任何
武器都做不到！”
　　曹岱放走了弟弟，面对军统的问

责，他几乎重复了弟弟的这句话。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一个军统人员
也因为这句话救下曹火星，弃暗
投明。
　　导演丁小明介绍，影片中类似
的“金句”还有很多，如“一首好的抗
战歌曲，抵得上一个团、甚至是一个
师的兵力”“炮火可以攻城，但文艺
却可以攻心”“共产党跟群众打成一
片，鱼水关系；国民党跟群众是油水
关系，脱离百姓”……
　　王兴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歌词朴实简单，却唱到了百
姓的心坎上，是很高明的艺术手法，
这也给当代文艺创作以启示：“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来一去，方
能深入人心，普及大众。”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说，电影《让这首歌作证》通过深入
生活挖掘历史，展现了两兄弟之间
血浓于水的亲情，也展现了他们面
对信仰选择时的鲜明态度，同时通
过撤侨的外层故事，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传播延伸
到新时代，和当下观众形成共情、共
鸣、共振。

人民喜欢唱的歌，任何武器都“杀”不掉

  5 月 22 日，人们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参观（无人机照片）。
  江西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这里保留了大量红色文化遗址和纪念建筑，是全
国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越来
越多的人们来到这里，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红色故都瑞金

红色旅游升温

　　（上接 1 版）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
两条地下“河”互不影响。在隧洞进口右
侧，还有一段城门形的隧洞联通主干
渠，穿过邙山直抵黄河岸边，这就是为
应急修建的穿黄工程退水洞。
　　李明新说，这个设计是确保一旦
有突发事件发生，输水干渠需要紧急
退水时，闸门打开，主干渠的水源便会
改道溢出，流入黄河——— 这时，黄河与
长江两大母亲河就会“真正握手”！
　　置身其中，才能体会穿黄工程的
复杂性。黄河河底隧洞施工段中，三分
之一是全砂层、三分之一是黄土层、三
分之一是上砂下土的地层。工程师和
工人们需要不断调整盾构机姿态，并
克服渗透垮塌、刀头磨损、枯树孤石等
危险因素，小心翼翼前进。
　　除了黄河，穿黄工程还“遇水搭
桥”，一会儿渠行河上，一会儿河入渠
下，利用“倒虹吸”原理跨过几道黄河
支流。这道“立交河”，可谓各行其道，
上下有序。
　　为确保“立交河”的安全畅通，穿
黄隧洞还进行过一次高难度的体检。
　　那是通水 5 年后的 2019 年冬天，
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建管局抓住黄河冬
季冰期到来的时机，择机给其中的 A
号隧洞退水检查，隧洞结构安全，但结
构缝的防渗处理需要加强。
　　他们用了整整 4 个月，将原 461
条结构缝喷涂聚脲全部拆除，并采用
了一种“T 形橡胶板+喷涂聚脲”的新
方案，攻克了粘结难题。工作组还设计
研发出适应隧洞内作业的履带式旋臂
和轨道式弧形机械开槽机，填补了国
内相关空白。
　　经过这次对结构缝防渗体系全面
系统的成功处理后，穿黄隧洞维护技
术方案陆续出炉，进入“精准维护”
时代。
　　“就像做血压监测一样，我们依靠
布设在隧洞内的 1000 多支各种类型

‘听诊器’为它号脉问诊，就不用每次
都抽水体检了。”李明新说。
　　有“机器鱼”之称的水下机器人每
个月梭巡检查隧洞结构、人工观测每
天取值一次、自动化系统每半小时取
值一次、三角鲂等生态鱼类投入干渠
24 小时担任“清道夫”……张晓伟说，
任何水利工程都不能“一劳永逸”，穿
黄工程将在“双精维护”、智慧调水的
加持下，成为我国未来“四横三纵”骨
干水网的关键节点。
　　穿黄不通，中线无功。这句话足见
穿黄工程之重。
　　从“咽喉”之地涌向黄河北岸的南
来之水，打开了华北地区的“水龙头”，
滋润了焦作、平顶山等周边城市，直接
带动了中原经济带的腾飞。
　　孤柏嘴，这个黄河岸边 2000 多年
历史的古渡口，见证了楚汉争霸的烽
烟，也将见证千百年来“江河相汇”的
梦想。
　　穿黄工程的传奇不老，它的故事
仍在继续。
　　新华社河南荥阳 5 月 23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