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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了获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 教练
员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中国女排队员、教练员们深受鼓舞，
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扬女排精神，砥砺前行，
争取在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向总书记和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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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起当天的会见，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说，这次有机会见
到总书记，还要代表中国女排发言，心情既激动又忐忑。但是，
这次真的见到总书记之后，就被他超强的亲和力感染了，自己
也不紧张了。

“习总书记真的很关心体育。他说我的扣球是世界上最好
的，然后说我的发球速度可能有点慢。”朱婷说，自己小时候的
梦想就是能够穿上带国旗的比赛服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
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 这样的初心和梦想也一直支撑着自
己继续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女排队员、教练员代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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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是对中国
女排最大的鼓舞，自己倍感荣幸。她说：“拿冠军是我们应该做的
事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训练中更加踏实地
努力，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更大的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中国女排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在东京
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朱婷说：“中国女排走下领奖台，就一切
从零开始。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女排精神，砥砺前行，戒
骄戒躁，希望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向总书记和全国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郎平则在展望东京奥运会时说， 这次的女排世界杯赛让
我们看到了球队的成长，球队正在不断地成熟起来。同时，球
队从个体到集体还有很多不足， 要在明年的训练当中争取能
够解决更多的问题，有更多的进步。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说， 习近平
总书记的勉励和厚爱让中国女排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深受鼓
舞、倍感光荣。面对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会扎扎实实做好每
一天的工作，而排管中心则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我们要真抓实干，一丝不苟，敢于担当，不辜负总书记的
信任和重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李全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不负嘱托 决战东京
———习近平会见中国女排代表回访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70年前的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
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
事件，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
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
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刻
阐明新中国70年创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鼓舞和激励
着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充满自信，为实
现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诞生，使亿万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
自己命运的主人，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
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
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
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东方风来满眼春”。1978年12月，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如同浩荡春风
吹遍神州大地。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激发广大人

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显著改善人
民生活，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
地位，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
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开新局于
伟大的社会革命， 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
命，团结带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了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历史， 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
能看得更清楚。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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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党
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
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实充
分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
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由之路。 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最根本的就是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党
要更加自觉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
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今天，伟
大祖国欣欣向荣，亿万人民壮志在胸，携
手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
比广阔的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
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载10月3日
《人民日报》）

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 � �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重要讲话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出版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 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
的唯一合法政府， 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
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
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
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1971年9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
国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题”
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任何剥夺“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
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
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
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10月18日开始， 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月25日，大会
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否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
提案。此后，大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
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
进行表决，这个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自信 自强 自立：
国庆七十年阅兵
传递三个信号

封锐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及群众游
行、联欢等活动，传递了自信、自强、自立的
信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相信很多人也
和笔者一样，回味这次阅兵时，热泪盈眶。

国人自信。曾几何时，国内有一些崇
洋媚外风气，带来消极影响。这种时代已
经过去了。在这次阅兵活动中，中国人民
看到了大量国际一流甚至领先世界的国
产化新装备，足以令人自豪。这次阅兵，
提振了国人的信心：中国并不比国外差，
某些方面甚至更好。

国家自强。这次中国阅兵，世界瞩目。
新中国一改以往给人的低调印象，一大批
国产先进武器和成系统的现代军事体系，
不藏着掖着， 震撼世界的同时也震慑宵
小。大国外交、强国外交展开，容易寻找到
更多愿意共同和平发展的国际伙伴。

民族自立。中国既没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 也没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历史已经证
明，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一定
行。没有迷茫，万众一心。伟大的中国人民，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中华民族有着勤劳的优秀品质，将
产生强大的爆发力，迎来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强盛的坚定步伐，不可阻挡。

天下微评

� � � � 据新华社日本琦玉10月2日电 2日，
广州恒大和日本浦和红钻的亚冠联赛半
决赛首回合比赛在日本琦玉体育场举
行，最终广州恒大0比2负于对手。

整场比赛浦和红钻占据主动， 上半场
第16分钟， 浦和红钻一脚低射被广州恒大
门将曾诚扑出。3分钟后， 浦和红钻的法布
里西奥一脚远射直吊球门右上角， 广州恒
大先失一球。第25分钟，浦和红钻险些再次
破门。上半场恒大0比1落后。

下半场广州恒大加强了进攻， 控球
率和进攻节奏有明显改善。第64分钟，前
锋郜林换下老将郑智，意图加强进攻。第
70分钟，广州恒大获得一次良机，郜林前
场拿球后回传塔利斯卡， 可惜后者将球
打高。 第75分钟， 在连续获得角球机会
后， 浦和红钻的关根贵大禁区外一脚劲
射，将比分扩大为2比0。

广州恒大本有机会带回一个客场进球，
第80分钟，韦世豪替补邓涵文登场。登场仅3
分钟，韦世豪就在禁区内劲射破门，可惜此球
被判越位。最终广州恒大0比2告负。

亚冠半决赛：

恒大首回合告负

� � � �初心铸就伟业，使命引领征程。习近平
总书记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省区市各
级党委政府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征途上，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不忘初心，70年辉煌彪炳史册
10月的独龙江畔，灰顶黄墙的独龙

族民居错落有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日一早，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乡

长孔玉才就招呼乡亲们一起观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去年底，独龙江乡全乡实现贫困人
口清零。”孔玉才兴奋地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光
辉成就，这些变化就在我们身边。如今，独
龙江乡实现通信网络覆盖，全乡千余户群
众全部住进了新房，是党的好政策让独龙
江这座曾经的贫困孤岛“一跃千年”。

牢记使命，而今迈步从头越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

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1日上午，河
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茹振钢乘坐河

南彩车通过天安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是全

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信念和力量。”茹振钢
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培育出更多的好
种子，让中国的土地上长满好苗子，结出
好收成。”

进入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成
为最响亮的动员令。“总书记的话语铿锵
有力， 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湖北省武汉新港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林说。

砥砺奋进，祖国明天更美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肩负新的时代

使命。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
业”的豪迈话语，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
玉鑫倍感振奋：“一定要秉承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推进雄安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努力建设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未来之城。”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习近平
总书记坚定有力的宣示， 让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郭雁池
信心十足。他表示，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力争将大兴国际机
场打造成为全球空港新标杆， 成为展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国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牢记初心使命 创造历史伟业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党政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 � � �10月1日清晨， 一抹朝
霞映照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北
侧，1300多人组成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已
经就位，他们将在这里，奏
响新时代的交响。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的盛大庆典。

上午9时57分，一段响
亮的军乐声穿透云霄 ，全
场沸腾了！今天，军乐团将
为新中国70华诞奏响音乐
史诗。

� � � � 站在天安门城楼， 第一眼看
到的， 便是位于国旗杆北侧的军
乐团。 从开国大典到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军乐
团从未缺席， 见证了新中国的辉
煌历程。

入场最早、离开最晚，军乐团
可以说是受阅时间最久的一个单
元。来自全军10个大单位的1300
余名官兵身着陆海空三军军装，
携 带 1300 多 件 各 式 乐 器———
一经亮相， 军乐团宏大的阵容便
吸引了庆典现场众多观礼嘉宾的
目光。

100名身高1.65米左右的女兵
英姿飒爽，站在第一排，首次出现
的女兵军鼓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这是历次阅兵中首次出现
女兵军鼓队。” 军乐团团长兼总指
挥张海峰说。

第二排和第三排分别站立着
100名礼号手和100名长礼号手，
200名号手同时吹响号角， 为演奏
注入了浓浓的仪式感。

2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 完美
演奏56首风格多样的乐曲， 这背
后，是队员们刻苦训练、精益求精
的成果。

张海峰说，本次阅兵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
庆阅兵，军乐团增加了人数、使用
了新乐器、创作了新乐曲，从视觉
到听觉都进行了创新，为亿万观众
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一场视听盛宴1
� � � �咚！咚！咚……庆祝大会伊始，伴随
着隆隆的礼炮声，国旗护卫队从人民英
雄纪念碑走向国旗杆基座。

国旗护卫队的脚步越来越近，张海
峰的心跳也开始加速。

“升国旗，唱国歌。”升旗仪式开始，
军乐团奏响了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广场合唱团和全场观众齐声高唱“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0时06分，一段12秒的号角后，迎来
了庆祝活动最重要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

这12秒的号角，是为新中国庆生而创
作的全新乐曲《致敬号角》。“200个号角同
时扬起来，这是用乐器表达敬礼。”张海峰

说，军号演奏是这次阅兵的一大亮点。
自今年8月1日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

度以来，军号与军旗、军徽一样成为人民
军队又一项重要标志。这次阅兵中，军乐
团专门创作了《阅兵式号角》《分列式号
角》等多首号角乐曲，令人耳目一新。

军乐团的创作人员针对不同受阅方
阵的军兵种特色气质，结合不同乐器的声
音特点，科学编配乐器组成，并全新创作
了11首演奏曲目，每一首都是量身定制。

“听《钢铁洪流进行曲》能感觉到就是
铁甲战车轰隆隆地行进，听《冲上云霄进
行曲》就是战机呼啸临空的感觉，听《东风
浩荡进行曲》 则能明显感觉到大国重器
开过来了。”在张海峰看来，军乐是服务于
战斗力的，必须要有军味、战味。

一次创新设计2

� � � �军乐庄严，凝结着70载风雨历程的
苦难辉煌；军乐嘹亮，承载着新时代美
好生活的自信豪迈。

就是在这里，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
旗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就是在这里，军
乐团第一次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从1949年开国大典200名军乐队队员
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到今天张海峰带领
1300多名队员再次奏响国歌，军乐团的发
展史成为共和国辉煌征程的一个缩影。

由铜管乐、木管乐和打击乐等器乐
组成的军乐，集体合奏气势磅礴。战争
年代，军乐能够起到鼓舞士气和传达指
令的作用，和平时期则为重大庆典和重
要仪式进行礼仪演奏。

军乐，把国之大典的各个环节串联

成了一部音乐史诗。
11时32分， 盛大的群众游行开始。

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组成的36个方阵
和3个情境式行进……张海峰说：“为了
配合好群众游行奏乐，我们要求乐曲按
秒创作，实现不同方队无缝连接。”

从《歌唱祖国》《东方红》，到《春天的
故事》《走进新时代》，再到《我们都是追
梦人》《不忘初心》……

作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立时间最
久的两支队伍，军乐团与广场合唱团共
同唱响了新时代的赞歌！

已经第五次参加阅兵活动的张海峰
说：“今天，能够见证祖国最美的时刻，参与
举世瞩目的盛大庆典，是我一生的荣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一部音乐史诗3

� � � � 10月1日上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图为军乐团在演奏。 新华社发

国之大典 军乐史诗
———军乐团献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侧记

荨荨（上接1版）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互

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挖掘各领
域合作潜力， 创新合作模式， 将双方务实合作提升至更高水
平，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梅德韦杰夫表示，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俄中建交
70周年。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
平，能源、工业、交通基础设施、高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重大合
作项目顺利实施，务实和人文交往合作持续拓展。相信双方通
过共同努力，将为两国全方位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