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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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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新华社
记者林晖 熊丰 孙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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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领导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0月1日，香港市民在金紫荆广场高唱爱国歌曲。当日是国庆节，全国各地
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欢度节日。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10月1日，青少年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参加国庆升旗仪式。当日，全国
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10月1日，青少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参加国庆升旗仪式。当日，全国各地
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这是一部彪炳史册的伟大传奇！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70 年只是弹
指一挥间，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来讲，这是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的 70
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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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70年前新中国
成立这一伟大事件，赞扬70年来全国各
族人民取得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
就，宣示前进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伟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号召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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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70年前，毛泽东
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彻底
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
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
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
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
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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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昨天、把握今天、展望明天，全
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怎能不为
祖国史诗般的进步由衷礼赞，怎能不为
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衷心祝福！

为祖国自豪，我们有无比强大的底
气。从一穷二白、满目疮痍起步，历经
七十载艰辛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已跃居
世界前列，“复兴号”列车以350公里的
时速领跑世界，神州处处有最新最美的
文字，处处见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正
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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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历尽千
辛万苦、越过千山万水，能够取得这样
的成就，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

为祖国祝福，我们有无比坚定的信
仰信念信心。于“漏舟之中”走向站起
来，于“濒临崩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

“滚石上山”走向强起来，新中国70年的
发展创造了中华民族从沉沦而奋起、由
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事实胜于雄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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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中国人民
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铸就我们
人民共和国新的更大辉煌。

七十载波澜壮阔，九万里风鹏正
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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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往开来、接续奋
斗，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
繁荣富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又有
许多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和
前政要致电或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值此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谨代
表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法中关系紧密持久，两国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人类社会
负有特殊责任。我期待与您一道，推
动两国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振兴多
边主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我谨代
表日本政府和人民，向中国人民致以
由衷的祝福。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对此深表敬意。日方愿与中方共
同开辟日中关系的新时代。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70年来，
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期
待在您领导下，中国继续为东北亚地
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我
愿同您一道努力，推动韩中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更加成熟、扎实。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过去
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和平与稳
定，并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繁荣发展。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
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倡议。柬中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
之间具有世代友好的情谊，柬埔寨将

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表示，70年

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克
服了重重挑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
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的
发展不仅将造福中国人民，并且将惠
及本地区和整个世界。

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表示，中国
完全可以为1949年以来取得的巨大
发展成就感到自豪，澳大利亚致力于
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继
续同中国密切合作。

阿联酋总统哈利法表示，我谨向
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并转达阿联酋人民此刻的喜悦之
情。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我们
钦佩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这进一步
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
舞台上的地位和领导力。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在您领导
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跻
身世界强国之列。得益于您的远见
卓识和全球视野，中国同世界各国广
泛建立了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为促
进世界共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
中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建设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伟大中
国的发展经验感到赞叹。津巴布韦

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同中方保持合
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
时间内实现如此成功的发展。中国现
在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工业和技术也跻身世界最先进
行列，这些都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巨大
努力和辛勤劳动。

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表示，新中
国的成立具有历史意义，让中国社会
走向了繁荣和现代化。巴拿马政府
发展对华关系的愿望强烈，巴中关系
必将更加紧密和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
诺生表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正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世界发展需要这样的环保理念。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赏中国在国际事
务和多边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前总统卡特表示，他和夫人
罗莎琳共同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祝愿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取
得伟大胜利，全面实现和谐与繁荣，并
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为祖国自豪 为祖国祝福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