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罗沙 胡浩

9月30日，第六个烈士纪念日。
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0华诞。

这个金秋，“最美奋斗者”的事
迹广为传颂、令人动容。沉甸甸的
名单中，许多身影已离我们远去。

70年来，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
强拼搏、不懈进取，奉献智慧与汗
水、鲜血与生命，以自己的风华正
茂换得祖国山河无限壮丽、人民生
活富足安宁。

沧海可成桑田，祖国不会忘记！
泰山不可若厉，人民永远铭记！

铭记
在这特殊的时间节点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
猎猎飘扬。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
们静静肃立， 深切缅怀抛头颅、洒
热血的英烈，深情告慰那些逝去的
奋斗者们。

山河为碑，历史作证。
70年前的9月30日，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70年来， 中华儿女继
承先烈精神，书写了撼天动地的奋
斗史诗。

一个个远去的身影、 一个个英
雄的名字，唤起人们最深切的怀念。

不能忘记，“万婴之母”林巧稚
弥留之际留下“产钳，产钳，快拿产
钳来”的喃喃自语；

不能忘记，1998年的滔滔洪水
中，原广州军区塔山守备英雄团九
连战士李向群在大堤上带病顽强
拼搏的不渝坚守；

不能忘记，2008年的地动山
摇之中，四川省绵竹市东汽中学学
生工作处主任谭千秋用身体死死
护住学生们的悲壮姿态；

……
中华民族永远铭记， 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走过沉沦与觉醒、奋斗与崛起，一
代代前赴后继者中有这样一群
人， 以生命的芳华谱写出气壮山
河的篇章。

中华民族永远铭记，每逢国家
危难时刻、 每到民族存亡关头、每

遇人民危急境地， 有这样一群人，
在各自战场上挺身而出，以奋斗姿
态高擎起鲜艳的战旗。

弘扬
催人奋进的民族之魂

9月27日， 北京展览馆迎来一
群特殊的参观者———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型成就展的英模墙前， 李保国
的妻子郭素萍久久驻足， 深情凝望
着照片中丈夫的笑容。 身为大学教
授， 却扑下身子扎根太行山区———
30余载默默奉献， 李保国用科技力
量帮助百姓， 让140万亩荒山披绿，
带领10万农民甩掉“穷帽子”。

奉献，是无数奋斗者用生命谱
写的时代礼赞。

天寒地冻中，志愿军战士罗盛
教义无反顾纵身跃下冰河，以自己
21岁的年轻生命，换得朝鲜少年崔
莹安然无恙；

非典肆虐的岁月里， 急诊科护
士长叶欣把同事们挡在身后，与前所
未见的病毒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

……
梦想，在无数奋斗者毕生心血

浇灌下绽放璀璨华光。 今日的中
国，已是一片追梦圆梦的热土。

从“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 的石油工人王进
喜，到为“让可可西里美丽如初”
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环保卫士杰
桑·索南达杰；从制药厂工会委员
向秀丽用着火的身体挡住流淌的
酒精、 以年轻的生命阻止一场危
及群众的爆炸， 到老民兵王继才
毕生坚信“家就是岛，岛就是国”、
与妻子携手为国家海防事业默默
坚守32年……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有多少无
言的执着、无悔的忠诚、无声的赞歌？

奋进
穿越时空的精神路标

每一方纪念碑、 每一座英雄
墓、每一支奋斗者之歌，都是召唤

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激昂号角。
20世纪60年代，一名年轻战士

的心声照亮了一代代青年的人生
道路，激励着千千万万追求真善美
的心灵：“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
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
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
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
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
位上……”

“向雷锋同志学习”———历经
几十年岁月洗礼，雷锋精神依旧光
彩夺目。 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信念
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

“老班长雷锋荣获‘最美奋斗
者’称号，作为雷锋传人，我们要传
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以实际行动书
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陆军第79
集团军雷锋班第26任班长张阳感
到肩上责任万分重大。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在这个世界上，焦裕禄只生
活了短短的42年， 却打动了一代代
中国人，感召着一批批后来者。

兰考县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
之滨最后一道弯。

50多年前， 焦裕禄在这里探
流沙、 查风口， 率领群众植树治
沙，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改变命
运的壮歌。

如今，张庄人不信邪、不认命、
不服输，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再向贫
穷宣战，展现着新时代的焦裕禄精
神。2017年，兰考县摘下“贫困帽”，
贫穷已成过去时。

在奋斗中推动历史进步，在奋
斗中创造伟大成就，在奋斗中奏响
新时代凯歌———逝去的奋斗者们，
在世间镌刻弥足珍贵的记忆，更留
下开创未来的力量源泉。

生命铸成灯塔， 奋斗开创未
来。

每一个纪念日都是重温，更是
唤醒。穿越时空，先烈们筑起座座
路标，指引前行的方向。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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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的最东边举行向国旗敬礼仪式（2017年1月1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白阳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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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

出席招待会的各界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在聆听、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发愤
图强，努力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70年成就辉煌，我们无比自豪
新中国70年，是一部开拓创新、接续奋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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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
高度评价。

话语铿锵，穿越千里。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伊
哈池村村民妥阿西也，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感受尤深。
她记得，过去村里人吃水，人挑畜驮来回需两三个小时；
如今，当地大力建设水源工程和供水管网，让群众告别了

“吃水难”。“没有党和政府，我们还要到山沟沟里挑水吃，
更没办法发展牛羊养殖业。”妥阿西也说。

在现场聆听讲话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激动
不已：“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党领导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成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无数理由为祖国的繁
荣富强感到自豪。”

70年沧桑巨变，不仅体现在人民生活日新月异，也体
现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铿锵步伐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70年来，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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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海外华人深有感触。”
美籍华人孙澜涛说， 今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
更多的参考和借鉴，“中国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 在全世

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

70年砥砺奋进，我们无比坚定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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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获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华立
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有共鸣：

“有幸见证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我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高举团结的旗帜”作了深

入阐述。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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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大团结’的概括意味深长。”作
为海外华人代表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尹晓煌说，“海外华人始终关注关心中国的发展
繁荣，希望为中国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海内
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就能不断战胜各种困难挑战。”

70年后再出发，我们无比自信
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70年后再出
发，我们充满豪情、无比自信。

自信何来？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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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伟大”，字字千钧，道出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
兴的强大自信和力量源泉。

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应用研
发部部长孟祥飞将青春年华奉献给超级计算机“天河三
号”的研发事业。他坚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
青年一代不懈奋斗， 就一定能在逐梦的新征程上书写更
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团结一心 接续奋进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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