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是我党执政的
最大底气

新华社评论员

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737万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6.5%的实际增长“跑赢”
GDP增速，全国多个省份确定2019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上调方案，涉及上亿居民的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陆续启动……一份份暖暖的“民生
答卷”，见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蕴含国家
越来越进步的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共和国的
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共和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稳
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30%， 居民预期寿命由建国初期的
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即将全面建成惠及十
几亿人的小康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
领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在现代化
道路上阔步前行，取得辉煌发展成就。

人民是历史的书写者，是真正的英雄。翻开
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史册：那是“宁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举，是“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使命担当，是“永远做一个
螺丝钉”的平凡坚守……70年来，中国人民谱写
了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
族的面貌。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天，从重大科研
实验室到超级工程施工场， 从脱贫一线的奋战
者到走街串巷的快递员， 无数逐梦的脚步汇成
浩荡前行的洪流， 跃动着当代中国最振奋人心
的铿锵节奏， 彰显了共和国最为深厚的人民底
色。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激
荡起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磅礴力量。

“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 。”在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价值坐标中，始终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延展的是为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的奋进足迹。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了8239万人，减贫事业创造了“人
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建立起覆盖率超过90%
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安全网； 推动发展方式、
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决定
性步伐……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为民情
怀，补短板、强弱项，把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当
作头等大事来办，带给群众更多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
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正在深入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一次
宣示和砥砺中国共产党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与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
责任”，我们党团结带领近14亿人民同心筑梦、实
干兴邦，必将创造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时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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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民的奋斗史诗
———献给共和国70年光辉历史的创造者

新华社记者 赵超 黄小希

70年，从一穷二白起步，共和国波澜壮
阔的历程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切为了人民。

70年，在砥砺奋进中开拓，亿万中华儿
女矢志不渝的奋斗证明了颠扑不破的真
理———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70年
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写出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史诗。

接续奋斗，创造中国奇迹
只争朝夕，一往无前，中国人民用一股

子拼劲写就发展新篇章———
鞍钢，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从70

年前在一片废墟中起步到跻身世界500强，
从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到鞍钢支持全国建设，
从遭遇产业“寒冬”到冲击技术高峰，鞍钢始
终在困难面前不气馁， 在挑战面前不服输，
充满持续向前的力量。

“经历了创业、改革、市场的锤炼，鞍钢
人更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使命。”鞍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林说。

凭着赤诚情怀， 石油工人王进喜发出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豪迈誓言。靠着实干苦干，新中国在较短时
间内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一声春雷，深圳蛇口工业区喊
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从特区速度到中国速度， 东方醒狮接连赶
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成为最
响亮的动员令。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冲
刺，每个人都是追梦人，大家都在努力奔跑。

70年，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人，最持久的
动力源于人。

披荆斩棘，敢为人先，中国人民用一股
子闯劲开启发展新征程———

建造11个互联工厂，71%的产品不再入
库，下线即可直达用户家中，来自传统制造
业的生产模式创新令人惊叹。

从砸不合格冰箱到砸传统组织架构，白
色家电巨头海尔在创新之路上永不止步。

创新从何而来？与共和国同龄的海尔集
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道出真
谛：“赶上时代节拍，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
的最大价值，人是创新的最大推动力。”

包产到户点燃“星星之火”，兴办经济特

区“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发展进步的
每一次跃升， 无不来自先行先试的探索突
破，无不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推动汉字信息化的王永民，数字经济的
创新者马云，专家型工人巨晓林……时代的
弄潮儿大胆试、大胆闯，积聚起劈波斩浪的
强大力量，推动改革开放浩荡前行。

“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恰恰是人民群众发自内
心的愿望，为此大家愿意付出智慧、付诸实
践，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推进伟大事业。”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黄一兵说。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中国人民用一股
子韧劲开辟发展新局面———

今年6月初，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
袁隆平海水稻科研团队再次扩大了试种规模。

这些地方分布着大量盐碱土地，过去无
法进行农业生产。去年，试验田亩产549公
斤，荒地正变成良田。

89岁的袁隆平耗尽毕生精力， 只为中
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尽管杂交水
稻产量已创下高峰，袁隆平仍不满足：“科学
没有止境，我们将向着更高目标，集中攻关
第三代杂交水稻。”

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国人素来有坚定的
意志、坚实的步伐、坚强的毅力，让不可能成
为可能。

走过70年，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家，在
接续奋斗中仍走在不断创造奇迹的路上。

同心同德，激扬中国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风雨70年，中国

人民以崇高价值追求和强烈家国情怀， 挺起
共和国的脊梁，凝聚起万众一心的强大动能。

共同的理想信念， 是共和国的坚固基
石———

“老英雄，您看上去个不高、身不壮，为
什么打仗这么厉害？”有人问张富清。

“我的秘诀就是不怕死，决定胜败的关
键是信仰和意志，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情
愿牺牲，牺牲了也光荣！”张富清回答道。

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一个人、一个集体如此，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70载岁月峥嵘，70年沧桑巨变，中国人

民正是凭借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次次攻
坚克难、砥砺前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演奏

出共和国不断奋进的宏伟交响。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
“我爱你，中国……”这首人们耳熟能详

的歌曲，诉说着中华儿女的衷肠，是海归战
略科学家黄大年最喜爱的歌。

“为什么回国？”在别人眼里，抛舍国外
优裕的生活、骄人的事业并不容易。是什么
样的召唤，让黄大年义无反顾为国效力？

“祖国高于一切”———这是“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用生命作出的回答。

爱国，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一
部共和国的发展史，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
彰显和升华的历史。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亿万
人民矢志奋斗的动力源泉———

“可以允许创新失败，但绝不允许不创
新”，这是万华人历经坎坷而不变的理念。

位列全球化工50强的万华， 是中国唯一、
世界少数拥有异氰酸酯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工
企业。这家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企业，从昔日生产
合成革的传统国企起步，技术创新能力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成长为全球异氰酸酯行业领军者
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改革创新在万华人身上一
脉相承，成为万华发展壮大的密码。

“中国人民拥有伟大梦想，更拥有为实
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实干苦干的伟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直抵人心。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
豪，挺立世界民族之林；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
前所未有的壮志豪情，同心同德走向未来。

风雨无阻，凝聚中国力量
今天的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

汇期，面对一个又一个重要时间点，亿万人民信
心满怀，斗志昂扬，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

凝聚中国力量，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坚强决心决战决胜。

6月16日晚， 广西乐业县暴雨倾盆。新
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驾车途中遭遇
突如其来的山洪，不幸遇难，生命定格在芳
华绽放的30岁。

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
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投身
脱贫攻坚主战场。现在，百坭村已有418人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2.71%，她用青春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面对污
染防治和环境治理这道难题， 从中央到地
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群众，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打响污染防治攻
坚战，为中华民族赢得美好未来。

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面
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和外部环境的深刻
变化，各级党和政府一方面打好防范和抵御
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一方面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凝聚中国力量，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
战略定力推动发展。

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6.3%，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
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在科研人员的行动中，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就是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中科院长春光机
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学军说：“我们起步
晚，与先进差距大，想追赶超越，靠正常节奏
肯定不行，只能少睡觉、多投入。”

在企业家们的行动中，壮大实体经济就
能立起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潍柴集团董事
长谭旭光说：“只有心无旁骛攻主业，把自己
的‘田’种好，才能迈向世界一流。”

在创业者们的行动中，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建
仓说：“创新之路没有暂停键，歇歇脚、松口气，就
会错过市场先机，我们必须跑得更快。”

新发展理念融入实践，高质量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中
国号巨轮必将在攻坚克难中脱胎换骨，在风
雨洗礼中稳健前行。

凝聚中国力量，以“又踏层峰望眼开”的
宽广胸怀拥抱世界。

朋友圈再扩容！7月13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理事会批准贝宁、吉布提、卢旺达
加入，其成员总数达到100个。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
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共建“一带
一路”，从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到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从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到举
办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的中国，正以更宏阔的格局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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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新月异的中
国，实现了共和国缔造者的期盼。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砥砺奋进的中
国，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
开来，意气风发，用伟大实践开创新时代的
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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