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0月1日， 是新中国成立整整70周
年的日子， 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典将如约
而至。

这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 所有的
鲜花与掌声 ， 是对70年峥嵘岁月的礼
赞； 一切的欢呼与歌唱， 是面向未来的
信心与祈愿。

流动的时间， 凝结为历史。 十天前
首次公布的开国大典彩色影像， 完整再
现那 “开天辟地” 的时刻： 庄严而又生
动的仪式上， 伴随着一代伟人、 共和国
缔造者毛泽东带着湖南口音的大声宣
告， 一个觉醒的、 高度团结的现代民族
国家开始全速起航。

“时间开始了 ！” 一位诗人发出由
衷的欢呼。

70年斗转星移， 70载山河巨变。 时
间已经开始， 时间远未结束。

（一）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着
世界历史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
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 ”近日，在一个“你
好中国·问答70年”网络问卷活动中，众多
网友不约而同选择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我
的祖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歌声就是家国
情怀的自然流露， 就是激活民族集体记
忆的“密码”。

的确，新中国70年，犹如一部感天动
地的英雄史诗，深刻改变着国家、民族和
人民的命运。

70年， 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
的岁月年轮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印
记———伴随着从贫穷到富裕、 从被 “开
除球籍” 之虞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历史巨变， 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 富
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跨越， 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清晰
可见。

70年， 中华民族走过了其他国家几
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演绎出自强不
息的传奇———终结了国家命运绵延数百
年的下行轨迹， 摆脱了一百多年的苦难
和落后， 将所有充满敌意的封锁、 围堵
甩到了身后， 不断超越先行者的身位 。
携 “一带一路” 倡议， 高扬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大旗， 中华民族终于重回世界
舞台的中央。

让我们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华民族这
70年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进入下降
通道， 到2049年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
体是210年时间 。 前110年是各种抗争 、
求索、 苦斗， 直到建立新中国， 彻底扭
转颓势， 开启上升通道 ； 后100年是腾
飞、 追赶、 超越， 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 这100年又分为前70年和后30
年， 到今天为止的前70年， 以其辉煌成
就奠定了民族复兴的雄厚基础和强大势
能；再奋斗30年，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将彻底实现。

70年过去，天地翻覆，主客易位，让人
们有恍若隔世之感。过去别人逼着慈禧太
后老佛爷修铁路，如今我们把高铁修到了
全世界；过去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如今包
括华为的5G技术在内的许多技术已领先
世界；过去别人以自由贸易之名逼我们开
放门户、放松管制，如今我们扛起了世界
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的大旗；过去别人攻
击我们在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履行
义务不够，如今我们成了植树造林、保护
环境的模范； 过去我们搭乘全球化的快
车，如今我们欢迎别人搭乘中国发展的顺
风车，提供各种全球公共产品；过去别人

口口声声“普世价值”、遵守规则，如今他
们各种退群毁约、本国优先，我们则站在
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环顾世界， 很少有哪个超大型国家
能像中国这样 ， 跑出现代化的 “加速
度”， 实现全面的复兴。 中国的发展壮
大， 深刻地改变着民族命运的同时， 也
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
向。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主席曾预
言：“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必将
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 ”70年后再回
首，这预言何等自信、何等准确！

无论从哪方面看， 这都是了不起的
人间奇迹、历史奇迹。

（二）历史是一面镜子、一本教
科书。 不了解过去的苦难深重，就
无法真正理解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和弥足珍贵。

自19世纪中叶开始， 绵延几千年之
久的中华文明，沦落成不忍卒读的惨景：
昏聩腐朽的封建王朝带来的是政治腐
败、国力贫弱、民生凋敝，杀戮、欺凌、割
地、赔款，刻录下的是西方列强在古老中
华大地上演的嗜血狂欢。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
跹。 ”彼时的中国，活脱脱如“摇摇欲坠的
破木屋，谁都可以踹上一脚”。 虽土地广
袤，却没有一块平静的家园；虽拥4万万
之众，却是一盘散沙。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
亡。 ”不甘于屈辱的民族先进分子四处寻
找出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人
更是走在了救亡图存的前列。 然而，无数
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流血牺牲，无不以失
败告终。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不周山
下红旗乱。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红
船”从南湖起航，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
民展开28年殊死抗争， 中华民族成功实
现了从沉沦到奋起的转变、 从任人宰割
到当家作主的翻身， 民族复兴从此有了
坚实雄厚的基石。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据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普查，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里， 共有
2100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牺牲， 可以
查到姓名的共产党人就有370多万，平均
每天超过300名党员舍生取义。 在举国欢
庆的时候， 我们要向他们献上最崇高的
致敬。

“伟人故里、革命摇篮”，湖南是一片
热血浇灌的红色土壤。 毛泽东一家六位
亲人为国捐躯； 贺龙元帅满门忠烈， 一
共有109位烈士 ； 彭德怀元帅的两位弟
弟英勇献身； 大革命时期， 10多万人的
桑植， 有2万多人汇入革命洪流 ， 活着
回来的不足一个连……在历次革命斗争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近40万三湘儿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中近12万人被正式
追认为烈士。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当我们普天
同庆的时候， 不能忘了千千万万英雄烈
士，不能忘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守护者、
贡献者。

百余年高岸深谷， 一个世纪披荆斩
棘，历经太多的苦难，终于迎来了黎明的
光焰。 180年前，区区4000人的英国舰队
就可以打败4亿人口的大清王朝；近70年
前，“一穷二白” 的中国将世界头号强国
打回到谈判桌前。 一样的军事较量，迥然
不同的结果， 原因很简单， 中国不一样
了。

历史，记载着民族、国家的起伏 、兴
衰，更隐藏着开启未来的密钥。

（三） 时光流逝，梦想不老，记
忆不灭。 70年风云岁月，多少奋斗
值得珍藏，多少故事值得慨歌。

8月23日，长沙国金中心。 烈日炙烤
下，人们排起长队，等候参观“时光”博物
馆 ：年轻人寻找 “老三件 ”的身影 ，惊讶
“古董”的模样；花花绿绿的“票证”勾起
年长者五味杂陈的回忆……人们感念共
同走过的不凡之路，感慨来之不易的“中
国奇迹”。

数字和排名是最直观的。 从600多亿
元跃升至90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第一大
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 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引擎……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走
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进程中，“中国分量”
不断加码。

群山环抱间， 矮寨大桥绘就惊世一
笔。 发展亦如此，“没有穿不过的山，没有
架不通的桥”。 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
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 从内陆封闭到
创新开放，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中国
人民用矢志不渝的奋斗， 书写属于自己
的荣光。

夯基垒土、立梁架屋，一个全新的国
家， 多少开创性工作要做。 很短的时间
内，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
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共和国的“四梁
八柱”立起来。 从新政协的召开到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创立， 从宪法制订到改革
设计， 多少人的智慧心血融入国家的千
秋大计。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
部宪法，无一字无来历，数易其稿，1.5亿
人参加讨论。

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70年政治建
设，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
家作主。 “民”的每一声呐喊，凝聚起泱泱
大国的前进伟力；国的每一次“迈步”，激
荡着亿万人民的民族自豪。 英国爱丁堡
街头、悉尼的大学校园，中华儿女挥舞五
星红旗 ，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 》，显示着
“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彰显中国“一点
也不能少”的坚定决心。

70年时间，中华文化在创造中转化、
在创新中发展，重塑文明气质、重构核心
价值观，以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化经典，构
筑民族精神高地， 书写出民族文化的蝶
变与新生。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
烧。” 长沙街头一组有些泛黄的黑白照
片，再现消灭血吸虫“千年遗患”的画卷，
映照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一路走来的艰
辛岁月。 从前那些西方摄影师镜头里中
国人 “瘦小伶仃 ”的形象 ，变得高大 、强
壮、 帅气， 中国孩子身高呈现 “上扬曲
线”，“人生七十”的期盼如今已是稀松平
常。 一步步编织起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
体系，一场场脱贫攻坚战，让7亿多人口
摆脱贫困……先后6次到访中国的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感慨，中
国人民大幅改善的生活， 是70年最伟大
的成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
是民生 ， 青山就是美丽 ， 蓝天也是幸
福 ”……全新的生态文明思想、全民生态
意识的苏醒，强有力的环保行动，让一度
雾霾弥天、污水漫地、垃圾围城的中国，
迅速恢复到山清水秀、天朗气清。

新中国70年的历史， 是一部自力更
生 、艰苦奋斗 ，不怕压 、不信邪 ，上下同
心、发愤图强的历史；是一部历经磨难 、
经受考验，大胆探索、敢于实践，善于学
习、勇于革命的历史；是一部改革创新、
砥砺奋进，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创造奇
迹、铸造辉煌的历史。

1909年， 詹天佑主持建造的京张铁

路通车，110年后， 神州大地崛起全球最
大的高速铁路网。 风驰电掣的“复兴号”，
一头连着百年跌宕起伏的复兴之路 ，另
一头通往未来更新更高的梦想。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70年岁
月匆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巨轮已过“万
重山”，正乘风破浪，继续扬帆远航。

（四）中国为什么能、中国人民
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成为世界之问；以如此规模、如此
速度实现大国崛起的 “中国密码”
是什么，成为时代之思。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铸就“中国奇迹”
的根本原因。

这样一种领导， 使中华民族有了主
心骨。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14亿多人口、千头万绪的
事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就会四分
五裂、一盘散沙。 共产党以其他政党无可
比拟的先进性、战斗力，成为全民族的核
心力量。

这样一种领导， 展现出强大的国家
能力。 当年，橘子洲大桥从开工修建到正
式通车，只花了1年时间；刚刚建成投运
的全球最大规模航站楼———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航站楼，仅用不到5年时间。

这样一种领导， 释放出强大的精神
能量。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
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 在各个时期、各行
各业， 共产党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先
锋。

70年一路走来， 我们遭遇敌对势力
的绞杀、封锁与遏制，有过急躁与冒进的
失误，也曾历经坎坷与挫折，受到洪水 、
地震、非典疫情的考验，面对金融危机 、
贸易摩擦的挑战， 党中央始终是坐镇中
军帐的“帅”。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
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当代中
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 内生于中国
人民的深切呼唤， 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深
厚土壤， 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成功的重要
密码。

70年来， 作为一种代表最广大人民
利益的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将曾经
四分五裂的国家凝聚起来， 将一切劳动
者和爱国者的力量集结起来，万众一心、
风雨同舟，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动着这个
古老大国走向现代化。

这几天，《我们走在大路上》的热播，
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路。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发展的
奇迹、写下岁月的光荣，归结为习近平总
书记总结的那一句话：“中国人民正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 ”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
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
立党立国的根本， 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
的旗帜，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
想基础。 “不忘老祖宗，开辟新境界。 ”放
眼世界， 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
样，立定脚跟又与时俱进，始终保持思想
活力，贡献出如此多的理论创新成果。

70年艰辛探索凝结成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极为宝贵
的成果，必须带在继续前行的行囊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
动力。 ”70年历史巨变，人民群众是创造
主体，也是力量之源。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
凡，不妥协总会达到梦想之巅；我是我信仰
的彼岸，不问前路有多难，血脉里的倔强已
传承千年。 ”

8月以来，一曲《向梦想出发》的MV
感动了无数人。 事实上，这首歌唱的不只
是时代楷模， 也是亿万不懈追梦的中华
儿女。 70年来，为了向往的美好生活、为
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中国人民迸发
了惊人的能量。

被誉为“人间银河”的韶山灌区 ，偌
大的工程没有搭建一处工棚， 沿途百姓
腾屋让房，10万民工自带工具上工地；为
了研制超级计算机这一 “大国重器”，国
防科大有20多名科研人员献出了生命 ；
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的“画
面”，成为民族永恒的记忆……“手中有
锤子，心中有壮志”，中国人民夜以继日、
胼手胝足，一辈子吃了几辈子的苦，一个
人干了无数人的活， 才创造出今天的惊
人成就和幸福生活。

归根结底， 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的民
族，注定是不信邪、不服输、不安于现状、
不甘于人后的。

（五） “汗水播种现在，未来无
限精彩。 ”不忘来路，更思前行，中
国梦的下半场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肩负百年未
竟之大使命， 中华民族接下来仍将面临
一场广泛深刻的伟大革命， 一次艰苦卓
绝的伟大长征。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同志告诫
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 带着“两个务必”心态，中国共
产党人 “进城赶考”，70年的实践足以证
明，党在这场历史性“大考”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

历史再次来到承前启后的关键节
点：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峰顶即将登临，但
接下来还要爬更陡的路，攀更高的峰。 在
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 未来30年
至为关键。

“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
为成就而懈怠 ， 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
缩 ”，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决不能 ”的警
示，是告诫，更是期望。

国际形势波谲云诡， 周边环境复杂
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三大
攻坚战”仗仗难打，“黑天鹅”“灰犀牛”的
影子从未离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
“修昔底德陷阱”若隐若现……摆在我们
面前的不只是鲜花、掌声，更有雷区 、险
滩、暗流。

“创业艰难百战多”。 面向新的征途，
唯有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拒绝 “快
活三里”的诱惑，谨防“历史周期率”的深
渊，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 ；会心
不远，欲登绝顶莫辞劳。 ”只要不自乱阵
脚 、自我放弃 ，山再高 ，往上攀 ，总能登
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初心不忘，根基永在。 “一个政党，最
宝贵的是历尽沧桑， 还怀有一颗赤子之
心”，一个人、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听大海的潮汐，看高山的云起 ；风
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天耀中华。 ”苦心
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 任潮起潮落、
云卷云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不
可阻挡。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
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这是古老而又青春的中华
民族的象征；像夸父追日、似愚公移山 ，
奔跑不息、挖山不止，我们终将达到梦想
的彼岸。

（执笔 ： 龚政文 沈德良 朱永华
邹晨莹 欧阳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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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葱茏再攀峰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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