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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

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9日上午，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

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动员呼吁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引发社

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秉承先驱

遗志，砥砺奋进，凝心聚力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昂首进军！

铭记先驱功勋，汲取
奋进力量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

程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爱国将领冯玉祥的

孙女冯丹龙难掩激动，“习近平

总书记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给予

了如此高的评价，作为辛亥后人，

我们由衷欣慰。”

冯丹龙表示，百余年前，先辈

们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

厦之将倾”，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连

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

势的形成。如今，自己也将传承先

辈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

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

革命的伟大先驱。”在纪念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孙中山先生历史

功勋的精准概括，让暨南大学历史

学系副主任朱文亮深以为然。

“孙中山先生高扬反对封建专

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

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

华’的呐喊，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的形成

产生重大影响。”朱文亮表示。

近日，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内举办的“孙中山

宋庆龄与辛亥革命”文物图片展上，游客们在孙

中山先生为湖北革命党人题写的“天下为公”横

幅复制品前频频驻足。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与中

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一以贯

之。”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艾多感触良多。

110年前，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

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今天，辛

亥首义文化不仅成为了武汉珍贵的文化遗产，也

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

“在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

要时刻，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

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

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辛亥革命博物馆馆长

曹波非常振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盘活现有文物资源，讲好辛亥革命故事，让先

驱们的伟大精神感染和影响更多人。”

秉承先驱遗志，共担历史使命

“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

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

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第一时间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孙中山先生曾侄

孙孙必达心潮澎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

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

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今天这充满活力的华

夏大地就是最好的证明。”孙必达表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

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继续坚

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

就一定能实现。”孙必达话语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北京理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才

林深有感悟。在他看来，中国共

产党人历经百年艰苦奋斗，让民

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关键就在于找到了符合中国

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的道路。

“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

上掷地有声的宣示，让湖南省浏

阳市乡村振兴事务中心主任罗永

志觉得浑身充满干劲。

近年来，在浏阳市党员、干部

的共同努力下，浏阳市实现了“国

贫县”到“百强县”的跨越。“脱贫攻

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罗永志表示，将继承和弘

扬辛亥革命先驱“天下为公”的精

神，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上，为让

人民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不

懈努力。

始终团结奋斗，迈步
复兴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带我们回顾了辛亥革命 110 年

来波澜壮阔的历史 ，仁人志士

们勇举旗帜、振臂高呼的场景

仿佛就在眼前 ，作为一名青年

党 员 ，生 逢 其 时 更 当 奋 斗 其

时。”河北大学学生张梦迪本科

毕业后就加入了学校的研究生

支教团，来到条件艰苦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支教，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临近，张梦迪又如愿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冬奥会储备志愿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

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从辛亥革命先驱们振兴中华的夙愿到如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爱国主义精神这

一思想内核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只有全体中华儿

女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9日

上午，民革贵州省委秘书长李云霞准时坐在电视

机前，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李云霞表示，作为一名民革党员，自己将积

极推动海峡两岸、黔台两地交流交往，在为助推

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为

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贡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和平方式

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

民族整体利益。”台湾“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

育协会”创会会长、香港恒丰集团主席黄紫玉表

示，作为台商，她将继续组织并资助台湾基层民

众与大陆的往来和交流，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贡献力量。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

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从博士求学到参加工作，闽南师范大学台籍

教授施沛琳已在大陆生活了10年，研究闽台文化

传播的她对于海峡两岸间无法切割的历史文化

渊源与血肉联系有着深刻体会。“无论身在台湾

还是大陆，我们都不能忘记血脉中的根与魂。”施

沛琳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岸同胞

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

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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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

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

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

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

110 年来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着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共同奋斗。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国人民奋起反

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

可歌可泣的抗争，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

强意志。作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大声

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率先发

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

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

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

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辛亥

革命正是在这样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是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

的必然结果。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以孙

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

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

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

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

大而艰辛探索。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

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

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

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

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

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

们名垂青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辛

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

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

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

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

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

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

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

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由此点亮。100 年来，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

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

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

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

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

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

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

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

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

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

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

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历史深刻启示我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

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所系、命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

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

兴的光明前景。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我们深知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

坦。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

勇前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

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

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载 10 月 10 日

《人民日报》）

复兴征程上
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习近平 9 日上午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权威专家表

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辛亥革命精神的重要内

容，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郑重宣示了坚决

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命运休戚相关。”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

平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

复兴而解决，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

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正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国家的综合实力进一

步壮大，可以为国家统一创造更好条件，而国家统

一也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好的发

展环境和空间。

北 京 联 合 大 学 台 湾 研 究 院 教 授 朱 松 岭 说 ，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号召“两岸同胞都要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荣伟业”，这段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辛亥革命是两岸的共同记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的时间点上，对两岸同

胞发出这样的号召，恰逢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朱松岭表示，随着大陆

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我们有能力遏制和打击“台

独”分裂活动，并击退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

涉，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为“台独”势力和外

部干预势力敲响警钟。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科研室副主任张华表

示，两岸同胞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

统，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当祖国强大

时、两岸统一时，台湾同胞就可以有尊严、得福祉，

否则就会受欺侮。在当下，虽然岛内反对“台独”、

推动统一工作受到民进党当局的打压，但这是正

义的事业，是光荣的使命。新形势下，期待岛内同

胞勇敢站出来，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他指出，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

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

国人民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两岸统一一定能够实现，外

部势力的干涉丝毫不能改变这一伟大进程。近期

岛内“台独”分裂活动和美国等外部势力干涉台湾

问题的频率、力度有所上升，这丝毫不会增加台湾

对抗大陆的“资本”，更挡不住两岸最终走向统一

的历史大势。

“近年来，美国频打‘台湾牌’，使得台海形势

风高浪急，危险系数拉升。总书记的讲话就是要正

告这些外部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阻碍我

们的统一进程，更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

决心和能力。”刘相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

是在警告岛内“台独”分子，也是正告美西方反华

势力，不要阻挠两岸统一进程。

朱松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以和

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这再次阐明大陆坚持“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没有变，彰显了大陆对台

湾同胞的尊重和体谅。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希望台湾

同胞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

裂势力，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早日实

现，共同迈向中华民族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郑重的宣示，强有力的号召
——专家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10月 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发

“很激动、很激励、很澎湃！”

9 日上午，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智贤参加了在

北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现场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倍感振奋，心情久

久不能平复。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

复兴的严重隐患。”

“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

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

定能够实现！”

……

总书记的话语，句句铿锵，掷地有声。

黄智贤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中

国共产党是如何继承孙中山先生的理念，践行先生遗

志，完成他对中国的擘画和理想。“辛亥革命是思想的

解放，也是往前的开创，是追求国家统一富强，更是让

全体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当下就是这样做的。”

“当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

实现时，我们兴奋热烈地鼓掌，感受到坚定的信心和

决心。”台湾历史学者郭冠英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历史大势，“台独”分裂不会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

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我们广大台湾同胞要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

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年逾七旬的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也应邀与

会。这位数十年间亲历两岸关系和岛内政局波涛

起伏的统派人士，一直在为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令人动容。辛亥革命推

翻帝制，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是两岸

同胞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吴荣元说，“追求国家

统一是孙中山先生的毕生追求，总书记在讲话中

特别谈到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深刻揭示统一是

台湾的前途所在，更是台湾同胞的幸福所在。希望

台湾各界能感受到大陆的善意，做出正确选择。”

9 日下午，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内，参加纪念

大会的嘉宾代表们向孙中山先生的雕像三鞠躬，

并敬献花篮。

“每次来到中山公园，都会联想到中山先生为

共商国是，最后一次抱病北上的故事，这样的精神

让人钦佩。”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

智贤痛心地说，“然而，在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

操弄下，年轻人不认识孙中山，这是多么大的精神

损失！作为黄埔后人，我们应该努力传承辛亥革命

精神，力保同属于两岸中国人的精神富源。”

近年来，因工作原因，黄智贤多次往返大陆。

广州黄花岗 72 烈士墓、南京中山陵、福州林觉民

故居……都留下过她的足迹。这些经历让她深刻

感知到，两岸“谁才真正在走孙中山的路”。

“孙中山如果泉下有知，看到今天的两岸局势，

他一定会非常欣慰于大陆所有的成就，而痛心疾首

于岛内至今仍然不肯悔悟的这些人。”她痛切发问

道，“如果辛亥革命者身处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台

独’、面对外部势力要分裂中国，他们会怎么做？台

湾人难道不要想清楚吗？难道台湾要做新的帝国主

义的刀，而不愿意做复兴中华民族的长城吗？”

“随着国家日益强大，有大陆14亿同胞做坚强后

盾，我们一定能战胜各种阻碍，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历史任务。”郭冠英信心满满地说，“我非常期盼，台湾

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期盼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

晓光 9 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

独”立场，勾连外部势力疯狂进行谋“独”挑衅，

损害台湾同胞福祉、危害台湾同胞安全，出卖

中华民族利益，其所作所为与孙中山先生的遗

愿、气节和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有何资格和颜

面妄谈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方面举行纪

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说三道四、歪曲污蔑，

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表示，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缅怀

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弘扬他们为

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对于凝聚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强大力量，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马晓光指出，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进行了伟大而艰辛的探索，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中国共

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

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我们继

承孙中山先生遗愿，实现和发展了辛亥革命先

驱的伟大抱负，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

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

纪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

历史成就，海内外中华儿女倍感自豪，也得到

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一致肯定。

马晓光强调，实现国家统一、中华振兴，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殷切期盼，也是

他们未竟的遗愿。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

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这是历史的

铁律，更是历史的正义。

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当

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

定的最大威胁。“台独”是绝路，是逆流，跟所谓“民

主自由”没有丝毫关联。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

明，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

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马晓光最后表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

题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

利益，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

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主

流民意。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守民

族大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完成祖国

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

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
妄谈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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