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10月1日，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
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全球瞩目，喝
彩不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庆祝活动是在
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 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万众一心， 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奋进的一次伟力凝聚； 是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全体中华儿女对
共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示； 是在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 中华
人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并且
愈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盛大亮相。”

盛世盛典， 启迪未来。 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让我们高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凝聚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奋进力量！

伟力凝聚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近14亿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向前， 今日之
中国如初所愿

气势如虹的盛大阅兵， 意气风发的群众
游行， 欢潮如海的联欢晚会……一系列催人
振奋的庆祝活动， 恰似打开一部70年奋进岁
月凝成的华彩典籍。

无论是“阅兵首次借助仿真模拟系统”
“气象全方位全天候加密观测系统”等诸多运
用尖端科技的庆典保障服务，还是高铁、大飞
机等国之重器的展示……这场庆典处处彰显
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20元， 到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到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从缺衣少食
到即将实现全面小康， 告别千百年来的绝对贫
困问题……今日之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2019年国庆阅兵，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 也是共和国武
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受阅装
备全部为中国制造，40%为首次亮相。

千里奔涌，万壑归流。今日之中国，正不
断汇聚起澎湃的伟力。

这伟力，源自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
阅兵式中，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习近平驱车

行进至受阅部队最前方的党旗、国旗、军旗前，面
向旗帜行注目礼。阅兵式上，《人民军队忠于党》乐
曲排在了阅兵式正式演奏音乐的第一首。

无论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找寻光明之路，
还是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无论
是改革出发前的举旗定向， 还是迈进新时代
的稳舵领航……始终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号”巨轮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这伟力， 源自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所迸
发出的无穷干劲。

攻关不止的科研人员， 加班加点的工薪族，
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不辞辛劳的快递小哥……参
加群众游行的人们，共同绘就亿万中国人民当家
作主豪情万丈、奋发有为的宏阔图景。

这伟力， 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
探索、开创、发展中越走越宽广。

宽阔的长安街上，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也标记着踏平
坎坷成大道、砥砺奋进永向前的伟大征程。

豪迈宣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全体中华
儿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必将创
造新的更大奇迹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站在

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的今天， 更需要感怀筚
路蓝缕的来路，更需要铭记不懈追求的梦想。

细心的人可以体会到，“我和我的祖国”
歌唱“快闪”、“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表
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系
列庆祝活动筹办精心细致、饱含深意，始终高
扬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始终贯穿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主线。

盛世大典， 以最高的礼遇向英雄模范们
致敬———

10月1日的群众游行中，当老一辈党和国
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亲
属代表，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
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支前模
范代表乘礼宾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时， 全场自
发起立，向英雄们致敬。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对英雄的致敬，就是对历史的致敬，也
必将激发起争做英雄、创造未来的不竭动力。

同心筑梦，众志成城。
升国旗、游船、灯光音乐汇演……10月1日，

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以不同形式为新中国
庆生。一群香港青年还登上香港最高峰———大帽

山，在山顶展开巨型国旗，高唱国歌。
10月2日，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香港同胞

和在京澳门学生代表集体观看了影片《我和
我的祖国》。

“祖国给人一种踏实、安心的感觉。”香港
警察刘泽基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70年，每个
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在为国打拼。 香港年轻人
应多看看阅兵仪式和这部电影， 了解新中国
如何站起来，如何发展起来，并努力把国家建
设得更好。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
梦。只要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
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盛大亮相
———以蓬勃健强的奋斗姿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着力办好
自己的事情， 将爱国之情转化为
奋进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动力

10月1日的群众游行中，“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阵伴着悠扬的《千年之约》乐曲走来，令
人印象深刻。

在这个包括96个国家300名外国友人的

队伍中， 有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的德国小
伙塞巴斯蒂安。

“外国人能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的群众游行， 是不同国家间人民融合的
体现。”他说，期望中国进一步与世界各国紧
密联系，不断实现共赢。

国之大典，世界惊艳。
盛大亮相，彰显“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

胸怀愈发宽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充分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与世
界携手前行， 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普照全
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
院教授高祖贵说。

共建美好未来的邀约，来自中国，鼓舞世界。
“祝福所有为中国奋斗的人民，为中国奋

斗就是为世界奋斗，就是为共同发展、为保卫
我们的地球、为所有人共享和平而努力。”“友
谊勋章”获得者、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

盛大亮相，凸显“走自己的路”的中国自
信愈发坚定———

国庆前夕， 长安街西端的新首钢大桥开
通；国庆长假期间，长安街东端的京杭大运河
北京城市副中心段实现旅游通航。

由十里长街延伸为百里长街， 长安街见
证了一次次国庆大典， 更见证了民族复兴的
伟大征程。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国庆大典以最直观的方式向世界回答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进一步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创造力和强大生命力。”吉
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石瑛说。

盛大亮相，昭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中
国精神愈发强劲———

“很感动，很激动……还要继续努力，继
续奋斗。” 佩戴上共和国勋章，89岁的袁隆平
豪情满怀。国庆后，他依旧奔忙在杂交水稻研
发工作中……

站上最高领奖台，登上“祖国万岁”方阵
的彩车， 中国女排用又一个世界冠军为祖国
生日献上厚礼。 女排队长朱婷感言： 祖国强
大，祖国万岁！胜利永远属于不懈奋斗的人！

奋斗，就是中国精神，就是中国姿态。
庆典，是豪迈宣示。
走过70年，我们从未如此自豪。新的长征

路上，依然会有激流险滩、乱云飞渡，但无法
阻挡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磅礴力量和矢志复
兴的洪荒伟力。

庆典，也是崭新起点。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奋进
新时代，我们更加坚定自信，新的历史伟业正
等待我们去创造……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责任编辑 谢卓芳 封锐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时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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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启示录

这是9月13日拍摄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外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