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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史诗
复兴的伟力

� � � �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

� � � � 70年前的10月1日， 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着朝阳出发，一路
披荆斩棘，一路凯歌行进，把一个又一个胜利
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70年后，迎着又一个10月1日的晨曦，新长
征路上的人民共和国，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 近14亿中华
儿女满怀喜悦和豪情，共庆人民共和国华诞，
共享伟大祖国荣光！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记录走过的足迹，
写下历史的华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
地沧海桑田，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伟大人民
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大变化。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 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 ，
掀起气壮山河的建设浪潮， 闯出波澜壮阔的
改革之路，张开拥抱世界的开放胸怀，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
定奇迹。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曾经温饱
不足的人们，即将迈入全面小康；曾经一穷二
白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曾经积贫积
弱的民族 ，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的：“历史充分证明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
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 ，
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70年
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
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
价：“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还是在世界
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1949-2019， 这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
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
顾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历史使命。近百年来，无论是弱小还
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
不改、 矢志不渝， 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
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 ，勇于修正
错误，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
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新中国70年巨变的根本原因 ，70年历史性变
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
前进道路上， 这个立志于千秋伟业的人民政
党，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 ，始终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始终是复兴征
程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1949-2019， 这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 彰显了亿万人民的奋斗与豪情。“人民是
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

底气。”亿万人胼手胝足的勤劳奋斗 ，成为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无数人奋勇向
前的铿锵步履， 汇成新中国70年发展壮大的
雄浑乐章。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 ，都是
拼搏奋斗干出来的， 凝聚着追梦人的聪明才
智，浸透着奋斗者的辛勤汗水。依靠人民的支
持和信任，“与人民心心相印、 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我们书写了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有创造
历史的激情，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有续写奇迹
的信心，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949-2019，这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辉煌 。在
新中国70年的持续探索中， 特别是在改革开
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开创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治理中国这样一
个大国不容易， 但我们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宣
告了“历史终结论 ”的破产 ，宣告了各国最终
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
的破产 。7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
大优越性。今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
们的理论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日趋成熟、我
们的文化持续繁荣。历史必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是一条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一个积贫积弱的
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
靠的不是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 而是始终不
渝走和平发展之路。70年来，中国专注于“把自
己的事情办好”， 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
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更以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展现出一个大国担当、开放的胸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不断发
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
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
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 人类前途系于各
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创造人类的
美好未来。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 复兴伟力不可阻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 我们正在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展
望未来，决胜全面小康 、开启强国征程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
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开创更美好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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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福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载 10月1日

《人民日报 》 ）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30日）

习近平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金风送爽的美好时节， 我们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此时此刻，全国
各族人民、 海内外中华儿女都为我们伟大的
人民共和国70华诞祝贺， 为祖国史诗般的进
步礼赞。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
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实践，成功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人民
意气风发走在了时代前列！

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
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 ，千百年来困
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
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70年来，中国人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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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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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每个中华儿女都
感到无比自豪！

在这里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向全国
各族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 向各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广

大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支持和帮助
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 ，致
以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
团结是铁 ，团结是钢 ，团结就是力量 。团

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
切风险挑战、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
要保证。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
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
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 、各阶层以及各方
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凝聚成一往无前的
力量，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
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我们相信，有祖国
的全力支持， 有广大爱国爱港爱澳同胞的共
同努力，香港、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
共进步、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深化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 造福两岸同胞。 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要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
帜，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对外开
放，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普照全球。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伟

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历史照亮
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我们坚信，具有5000多年
文明历史、 创造了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的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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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提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为中国繁荣富强和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为在座各位来宾、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的

健康，
干杯！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荨荨（上接1版①）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 中外宾朋举

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祝福
中国繁荣富强， 祝愿中国同世界各国友谊
长青，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
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
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李瑞环、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
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
国强、刘云山、张高丽、尤权、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
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
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
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
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

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
龙和迟浩田、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
淇、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李源潮、
马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王
汉斌、何勇、杜青林、赵洪祝、邹家华、彭珮
云、何鲁丽、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
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
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王胜俊、
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张宝文、
梁光烈、常万全、韩杼滨、贾春旺、宋健、胡
启立、王忠禹、李贵鲜、郝建秀、徐匡迪、张
怀西、李蒙、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
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
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陈
宗兴、王志珍、韩启德、罗富和、李海峰、陈元、
周小川、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
钦敏，以及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和傅全有、于
永波、王克、陈炳德、李继耐、乔清晨、靖志远、
赵克石、吴胜利、马晓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
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各界知名人士代表，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将军、老红军、老
干部代表，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 大将的配
偶，“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代表， 在京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人物代表，拥军模范、军烈属、革命伤残军人、
退役军人代表，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部分代表及少数民族代表， 港澳台侨代表出
席招待会。

正在北京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
太后莫尼列，“友谊勋章”获得者代表，在京访
问的部分外宾、国际知名人士、著名友好人士
和配偶，各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和
配偶， 在华部分外国专家和配偶也出席了招
待会。

荨荨（上接1版②）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

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登上
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
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
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烈的哀思和崇高
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接着，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

绕行，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巍峨的纪念
碑， 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昂豪
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碑身上的10幅汉
白玉浮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
息的伟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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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近14亿中国人民传承英烈精神，正意
气风发地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走到
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追
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感悟今天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
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
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共和国勋章” 和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
团成员，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敬献
花篮仪式。

敬献花篮仪式前，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领导同志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
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敬献的花篮摆放
在毛泽东同志坐像正前方。习近平等向毛
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 随后来到瞻仰厅，
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表达对毛泽东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 � � �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
邀请刚刚获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
国女排队员、 教练员代表， 参加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并在会前
亲切会见女排代表， 同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4时45分， 女排队员、 教练员代
表步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习近平同大家
一一握手。 在听取了领队和教练员、 运动
员代表发言后， 习近平表示， 在举国上下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刻， 我首先欢
迎你们凯旋， 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强调， 在第十三届女排世界杯
比赛中， 你们以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夺得
了冠军， 成功卫冕，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
荣誉。 你们不畏强手、 敢打敢拼， 打出了
风格、 赛出了水平。 在提前一轮锁定冠军
的情况下， 你们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没有丝
毫懈怠， 尊重对手， 尊重自己， 坚持打好
每一个球， 很好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

华体育精神。 中国女排夺得了第五个女排
世界杯冠军， 第十次荣膺世界排球“三大
赛” 冠军，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习近平指出， 本届女排世界杯期间， 全
国人民都在关注你们， 每一场比赛都有亿万
人民为你们加油。 38年前， 中国女排首夺世
界冠军时， 举国上下心潮澎湃， 亿万观众热
泪盈眶。 中国女排“五连冠”， 万人空巷看
女排。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 不
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 更重要的是你们
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 团结协作、 顽强
拼搏、 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 女排精神代表
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
搏的时代最强音。 平凡孕育着伟大。 你们天
天坚持训练， 咬牙克服伤病， 默默承受挫
折， 特别在低谷时仍有一批人默默工作、 不
计回报。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人， 才有了中
国女排今天的成绩。

习近平强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需要在各方面都强起来。 实现体
育强国目标， 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
神， 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 把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
来， 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不
忘初心， 持之以恒， 努力开创新时代我国
体育事业新局面。 希望中国女排继续加
油、 再接再厉， 期待你们在东京奥运会取
得优异成绩。

2019年女排世界杯9月14日至29日在
日本举行， 中国女排取得十一连胜的优异
成绩， 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 受到接见并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 中国女排队员、 教练
员们倍感振奋。 大家表示， 在庆祝新中国
70周年华诞之际， 总书记的关心是对中国
女排的莫大鼓励。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 不骄不躁、 再接再厉， 保持昂扬斗志、
不断拼搏奋斗， 争创新的更加优异的成绩。

丁薛祥、 孙春兰和国家体育总局负责
同志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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