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七月的宛平城，蝉声阵阵。永定
河上波光潋滟， 映照出卢沟桥雄伟
的桥影。存留于桥面的古老石砖，承
载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80年了，那些悲惨壮烈的日
子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卢沟桥事
变亲历者、 新中国第一任卢沟桥镇
镇长、86岁高龄的郑福来触摸着桥
头的石狮，感慨万千。

远望宛平城， 城墙上的累累弹
痕，永远铭记那段在苦难中爆发、于
危亡中图存的悲壮岁月。

“卢沟桥，狮子吼，宛平城头浴
血战……”

1937年7月7日夜， 日军制造震惊
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妄图把中国变为殖
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全中国的同胞们！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
国共产党发出的呐喊， 随着电波传
遍全国，激荡在每一位国人的心头。

强敌肆虐的漫漫长夜， 中国共
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成为中
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中坚力量。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次
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同
年， 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赴东北组织
抗日斗争；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
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从白山黑
水到热带丛林， 从长城脚下到太行
山上，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不断
汇聚起誓死抗日的滚滚洪流。

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
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火种的播撒者，都
是动员、组织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

1937年9月， 就在日军长驱直
入时， 山西突然传来捷报———在一
个名叫平型关的地方， 中国军队赢
得了抗战以来第一场重大胜利，日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 作
战的主角，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从奇袭阳明堡到黄土岭战斗，
从百团大战到沁源围困战……抗战
期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在百
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根据地上， 牵制
和打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侵华日军
和95%以上的伪军，逐步成为抗战的
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与正面
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持， 为抗战胜
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成就胜利的伟业， 需要挺身而
出的英雄。

“就是死，也要头朝前倒下！”平型
关激战，进攻号角吹响，开国少将、时
任八路军营教导员李水清捂着中弹后
血流不止的腹部，毅然冲向敌阵。

“如果我倒下了， 你们要接过
去，红旗绝不能倒！ ”抗日女英雄李
林对身边同志的嘱托， 读来依然震
撼人心。

山河换了新颜，英雄却不曾远去。
在艰难困苦中， 正是中国共产

党人，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 � � �细雨初歇，天空又现光华。
车水马龙的重庆街边， 古朴沧

桑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掩映
在绿树丛中。

抗战相持阶段， 这座民盟元老
鲜英的公馆同样访客如流： 中共人
士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社会进
步人士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国民
党要员冯玉祥、于右任、柳亚子等，
在这里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彼时的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
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层各
界同日本侵略者正在进行殊死的
斗争。

彼时的中国，曾经“一盘散沙”
的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政见各异
的诸多团体结成一条心， 满目疮痍
的华夏大地发出“最后的吼声”。

从“八一宣言”力主团结到瓦窑
堡会议指引方向， 从西安事变秉持
大义到皖南事变忍辱负重……抗战
期间，尽管几经波折，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如磐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
牢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命脉。

危难关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华民族选择自己的命运， 人民也在
命运转折中作出历史的选择。

从共产党身上， 人民看到了与
国家存亡与共的坚定决心———

抗日战争， 是攸关民族前途命
运的殊死战， 也是检验当时中国各
党派和政治集团的试金石。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
么态度， 这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得
到民众拥护、 能否领导和影响民众
的重要标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曲青山说。

正因如此， 中国共产党肩负起
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 把自
己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空前紧密地相连。

从共产党身上， 人民看到了浴
火重生的希望———

熊熊烈火，燃烧在广阔战场；碧
血忠魂，长存于天地之间。

当10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千
余群众脱险全部牺牲，当一位母亲
将至爱的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战
场， 当500多名青年在左权将军公

葬之日当场含泪参军……团结起
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中国人
民，从此筑起一道日本侵略者无法
逾越的长城。

“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
与关键， 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
种。 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
不会被黑暗吞没， 不会被侵略者征
服。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

从共产党身上， 人民看到了新
中国的曙光———

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薛庆超
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高举抗日
旗帜， 始终不渝坚持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始终不渝艰苦奋战在抗战前
线， 始终不渝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前进方向。

“从开展全民族抗战到进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80年来
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中国人
民； 只有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
周围，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
李宗远说。

新华社记者 梁相斌 涂铭

北京西南郊 ， 盛夏的永定河水清岸
绿，古老的卢沟桥上，501座形态各异的石
狮子巍然屹立，天际线下不时有高铁列车
从京广高铁高架桥上呼啸而过……历史
和现实在这里交汇。

80年前的7月7日， 日寇的铁骑踢碎了
“卢沟晓月”的静谧。 在民族危亡悬于一线
之际，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奋起抗战、救亡图存，最终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80年后， 中国共
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80年来，中国
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勠力同
心、砥砺前行 ，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接
续奋斗。

宛平城南侧城墙上，一个个硕大的弹
坑是民族记忆中无法抚平的伤痕，时刻提
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牺牲与抗争的历史。
日本法西斯强加于中国人民这场浩劫，让
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猛醒。

以史为鉴，“国弱必挨打”的教训必须
始终牢记，和平安宁的生活和发展环境必
须倍加珍惜。 回顾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
放眼当今世界现实 ， 我们更深切地认识
到，只有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
提升，中国人民才能有尊严地生活 ，中华
民族才能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史为鉴，从苦难中崛起的中华民族
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天下正道除和平发展
别无他途。 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
正越来越多地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实现
共同繁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是世界和平有力的建设者，也是世界和平
的坚定守护者。

八十载斗转星移，卢沟桥上烙满时光
印记的石狮子见证了一个民族由屈辱而
富强的沧桑巨变。

当今世界，干扰和平发展的挑战与阴
霾仍旧存在。 以史为鉴，我们要始终牢记，
发展仍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 当前，全
国人民正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
意谋发展，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书写历史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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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写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

� � � �纵横吕梁山，奔腾黄河浪。
2017年6月21日， 在山西考察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县蔡家崖
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参观晋
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

烽火当年，葱茏草木之下，曾有
烈士的鲜血流淌。

驻足凝视，习近平动情地说，全
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永远保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
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努力为人民
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青史为鉴，使命如山。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
抗战岁月走来， 中国共产党人激发
抗战精神百炼成钢， 将中国人民的
力量始终凝聚。

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中生
长， 在共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感
召中升华， 在全体中华儿女为梦想
拼搏的奋斗中弘扬……向伟大复兴
奔去， 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抗战精神
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将中国人民逐
梦的道路照亮。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这是走向
复兴的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
泉———

1944年9月5日，共产党员张思
德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 三天后为
他举行的追悼会上， 毛泽东同志出
席， 并发表了那篇广为流传的演
讲———《为人民服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的。 ”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
左权、杨靖宇、赵一曼……正是

这种深植灵魂的红色基因， 激励共
产党人在战争岁月浴血斗争、 不畏
牺牲。

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正
是这种一脉相承的先进本色， 感召
共产党人为国强民富呕心沥血、接
续向前。

岁月如歌。 距离延安700多公
里的河南兰考，昔日的风沙盐碱地，
已是瓜熟果香。

燃尽一生、 长眠在此的共产党
员焦裕禄， 应为兰考迎来历史时刻
而笑慰———2017年3月， 经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南省
政府批准，兰考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真正为了人民的政党， 才能获
得无穷的力量。

成立96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展
土地改革告别封建剥削制度， 不断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7亿多人口
脱贫……

成立96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
初的数十人， 逐步发展成为拥有
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
的执政党……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
民， 正是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鲜明
体现。”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
长耿明斋说， 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
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天
下归心，引领中国扬帆远航。

始终坚持自信自强， 这是走向

复兴的中国融于血脉的鲜明特
质———

白洋淀，荷花绽放，芦苇摇曳。
端岗楼、打伏击、除特务、诛汉

奸……岁月流转， 人们依然传颂着
雁翎队抗日杀敌的传奇。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 70多年
过去， 在这片曾被硝烟笼罩的恬静
水乡，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重
任的河北雄安新区蓝图绘就， 将写
下中国改革发展新的传奇。

当年威震敌后的雁翎队政委马
仲秋，已是华发苍颜的98岁老人，队
伍出征的誓言却从未忘记：

“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敌人必
败，共产党必胜！ ”

遭受侵略，是因为“落后就要
挨打”；战胜侵略，是因为在逆境中
自强。

从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耕地养
活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 到跻身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从国产大飞机
一飞冲天， 到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驶
向深海……今天的中国， 创造出一
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 到向改革
“深水区”进发；从决胜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到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后的路怎么走” ……今天的中
国， 直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

“抗战胜利一扫百年来中华民
族屡战屡败的心理阴霾， 恢复了久
违的民族自信。”北京市党史办原副
主任李明圣说， 这种必胜信念薪火
相传， 必将坚定亿万国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夺取新的
伟大胜利。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 这是走向复
兴的中国面向世界的庄严宣示———

今年春季， 全国教科书全面落
实14年抗战概念；七七前夕，国歌法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
好的清醒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副秘书长李蓉说，“从教材到国歌，
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教育， 让下一代
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投身到民族复
兴的伟大实践当中。 ”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
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
而牺牲的英灵、 对惨遭屠杀的无辜
亡灵的最好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掷
地有声的话语， 代表着一切爱好和
平人士的心声。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从参
与全球维和行动到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将刻骨铭心
的苦难记忆， 化作对和平发展的不
渝追求， 为维护世界和平持续贡献
智慧力量。

岁月的脚步不会停歇， 奋斗的
征程永远向前。

1937年，22岁的焦若愚投身抗日
的行列。 次年，他担任中共宛平县长。

2017年，102岁的焦若愚出席
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
全体代表中最为年长。

“别忘了抗战历史，不管时代怎
么变化， 我们的事业和精神要一代
一代传下去！”这位有81年党龄的老
党员殷殷叮嘱。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 � � �伟大的民族总能在绝境中
浴火重生。

80年前的炮声， 将一个沉
睡的民族惊醒。 卢沟桥畔气壮
山河的抗击，开启了全民族抗战
的伟大序幕。

秉持民族大义， 担负救亡
重任， 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
战旗帜， 引领夺取胜利的正确
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中
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
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砥柱中流。
踏上新的征程，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拼搏奋进，朝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昂扬前行。

铭记历史
实干兴邦

传承抗战精神 走向伟大复兴3

新华时评

缔造空前团结 凝聚磅礴力量2

高擎抗战旗帜 挺起民族脊梁1

� � � � “七七事
变”亲历者郭忠
福老人指着宛
平城城墙上的
弹孔，为北京卢
沟桥一小的孩
子们讲述历史
（2007年7月4日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