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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
根本宗旨，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不懈追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
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
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
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
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
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
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
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七一勋
章”获得者中，有把解决居民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作为毕生事业的志愿者，有
80多岁高龄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
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的医学
工作者，有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
圆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有把生命奉献
给脱贫攻坚事业的基层干部……他们自

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为了人民利益和
美好生活，呕心沥血，拼搏奋斗，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用实干
苦干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党与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
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回望历
史，大革命失败后，30多万牺牲的革命者
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
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
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
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
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
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
演的。实践充分证明，赢得人民信任，得
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
能够无往而不胜。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
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

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颁授仪式上强
调：“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
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
须深刻认识到，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
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
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奋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要践

行宗旨，砥砺初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
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牢记初
心使命，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
民、牢牢植根人民，不懈奋斗，永远奋
斗，我们党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亿万人
民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
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践行宗旨，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舞台中央，3000多名红衣青年举
起发光道具，组成熠熠发光的党徽；

“鸟巢”上空，绚烂的焰火升腾绽放，化
作“100”的纪年字样；红色看台上，观
众的热情被瞬间点燃，掌声欢呼声响
彻夜空。

6月28日晚，北京，国家体育场灯
光璀璨、人声鼎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同约2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文
艺演出《伟大征程》，共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19时 57 分许，在欢快的乐曲声
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向
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

20时整，伴着《跟着共产党走》的
深情演唱，文艺演出拉开帷幕。戏剧
与舞蹈《破晓》，把人们的思绪拉进了
幽深的历史。舞台背景大屏幕上，一
帧帧黑白影像，诉说着中华民族在近
代以后，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两侧
表演区，一幕幕情景剧，展现着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求索。

演出中，陈独秀看到受苦的民众
动容落泪，向李大钊描绘他心目中的
先进政党：“她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
声！”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仿佛一
轮“红日”跃然升起，四射的光芒照亮

整个舞台。
“先生如果真的看到今天的中国，

一定会感叹，盛世如他所愿。”陈独秀
的扮演者于和伟说。

镰刀锤头、党旗高扬。这是对共
产党人浴火前行、百折不挠的深情礼
赞——

“只有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伴着演员们掷地有声的朗诵，革
命先烈的绝笔书信一封封呈现在大屏
幕上。那是烈士的热血，写就不朽精
神；那是革命的星火，灼灼终将燎原！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在第一篇章“浴火前行”
中，《起义 起义》《土地》《长征》等节
目再现了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湘江战
役、遵义会议等党史场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关头，一次次力挽
狂澜、砥柱中流。当《怒吼吧 黄河》
雄浑唱响，气势磅礴的瀑布恍若从天
而降，扬起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气魄。
聆听着江姐、董存瑞等革命先烈的深
情告白，人们仿佛又踏着《向前 向
前 向前》的铿锵节奏，回到了“打过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时刻。

镰刀锤头、党旗高扬。这是对共
产党人筚路蓝缕、攻坚克难的热情讴
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第二篇章“风雨无阻”的
开篇让人们仿佛置身开国大典现场，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然屹立，焰火再
次怒放，全场掌声雷动。情景合唱与
舞蹈《战旗美如画》中，志愿军战士写
给母亲的信催人泪下，抗美援朝的激
战场面震撼人心。在饱满圆润的戏曲
唱腔中，《激情岁月》展示了各行各业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
描画了王进喜、史来贺、雷锋、钱学森、
焦裕禄等先锋模范的奋斗群像。

第三篇章“激流勇进”中，舞蹈《春
潮澎湃》诉说着万象更新的巨变，歌舞
《特区畅想曲》唱出蓬勃不息的时代脉
搏，情景合唱与舞蹈《回归时刻》欢庆
香港和澳门重回祖国怀抱，诗朗诵与
合唱《跨越》述说着西气东输、西电东
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重大国家工
程带来的民生福祉。

《走四方》《走进新时代》《江
山》……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出
春天的故事，致敬继往开来的领路
人。汶川灾区重建、奥运火炬点燃、神
舟七号发射……一段段珍贵的影像，
见证“中国加油”的奋进，赢得全场观
众阵阵喝彩。

镰刀锤头、党旗高扬。这是对中
华民族阔步前行、伟大复兴的无限憧

憬——
第四篇章“锦绣前程”全景式描画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小康之歌》唱出了中华民族实现
千年夙愿的东方奇迹，闽宁镇和十八
洞村的情景表演记录了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的历史时刻。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代表深情道出：

“感谢党！我们过上好日子啦！”四川
大凉山彝族的孩子们纯真的童声直抵
人心：“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

在《人民至上》的节目中，人们重
温了惊心动魄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舞台上，“天使白”“橄榄绿”交
织成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芭蕾演员
演绎的凤凰浴火重生；大屏幕上，“英
雄的城市”武汉被重新点亮，灿烂樱花
迎来新的春天。

在节目《强军战歌》中，新式战车
驶过舞台，三军将士英姿勃发，“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宣誓铿
锵有力。

“我们的航天人正与‘嫦娥’为伴，
在‘北斗’引领下，入住‘天宫’，遨游星
辰大海……”在三维立体动画描绘下，

诗朗诵与合唱《强国力量》激荡回响：
“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亿万
中华儿女正在把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写进未来——未来已来！”

参演朗诵的张国立说：“这些变化
真正让中国人撑起了腰杆，今昔对比，
倍感骄傲！”

首提“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成功
申办冬奥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江
经济带发展……歌曲《新的天地》串起
一个个难忘的画面，全场观众群情振
奋、掌声如潮。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
也是世界之中国。器乐、童声合唱与
舞蹈《命运与共》唱响“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悠扬和鸣，舞蹈演员汇成一只
洁白的和平鸽，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愿景。

“百年风华，千秋伟业，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生日快乐！”三位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从太空发来的祝
福，响彻寰宇。

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100位
重要英雄模范名单依次出现在大屏幕
上，如同记忆坐标，穿越百年，灿若星
辰，激励着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这场以多种艺术手段呈现的
大型情景史诗，有看不尽的辉煌，数不

完的成就，更有说不尽的感念，唱不完
的赞歌。精彩的演出赢得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和全场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
山高水长，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的征程
上……”全体演员唱响主题曲《领航》，
高达16米的金色党徽徐徐升起，光芒
四射。灿烂的焰火又一次点亮夜空，
歌声、掌声交汇升腾，“鸟巢”变成欢庆
的海洋。

演出结束时，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现场的热烈气氛达
到顶点。

一位到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说，
演出直击灵魂，让我真正开始思考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2个小时浓缩百年、近8000名演
员倾情奉献，整场演出的主题就是党
来自于人民、在人民当中、为人民服
务。”总导演陈维亚说。

这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
然高举的永恒信仰。

这是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
得未来的光辉形象。

领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记者吴

晶 胡浩 王鹏 刘奕湛）

领航，伟大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侧记

焰火在国家体育场上空打出“100”字样。焰火盛放在国家体育场上空。 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舞蹈《春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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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