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
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
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
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在10月2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庄严宣示。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丰碑耸立。在
中国共产党 96年的奋斗征程中，党的
十九大注定是一座影响深远的里程碑，
既辉映过去，又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全面部署。

连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
边陲，从工厂到学校，各地干部群众热
烈庆祝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召
开。大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团结奋斗、苦干实干，昂首阔步
踏上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贯彻新思想 奋进新航程

25日一早，新疆麦盖提县喀玛库
勒村原村支部书记、老党员依不拉因·
阿尤甫就出了家门。他特意穿上平时
不常穿的西装，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

村委会大院里，一排排小板凳已经
摆好，村民们陆续赶来。当新一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出现在电视屏幕中时，院子
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未来的日子一
定会越过越好！”依不拉因·阿尤甫激动
地说。

在祖国大江南北，新一届中央领导
机构产生的消息第一时间在人们的手
机“刷屏”。大家热切关注着这个与国
家发展、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刻，为
衷心拥戴的“中国号”巨轮领航者“点
赞”。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党的十九大统一了全党思想，
凝聚了全国民心。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既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
诺，也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真实写照。”十九大代表、内蒙古一机集
团数控工人赵晶说，“作为一名80后青
年技工，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
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感受到肩头
的责任与使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十九
大报告进行了详细研读。“十九大报告
全面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提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说。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十九大报告精
神，对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
摸底……党的十九大期间，福建省政和
县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展开，县委书记黄
爱华的工作节奏也明显加快了。

“党的十九大绘就了新蓝图。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让我们对党和国家的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增强

‘四个意识’。只有一心跟着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基层各项工作
才能乘风破浪、排除万难。”黄爱华说。

党的十九大通过了党章修正案，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顺应时代
发展、顺应党心民意之举，我们基层党
员干部坚决拥护。”辽宁省开原市委书
记张谨说，党章是全体党员的总规矩和
总遵循，修订后的党章为夺取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胜利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武器，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
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十九大闭幕当天，云南师范大学成
立了由 100多名优秀学生和教师代表
组成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他们将深入
课堂、社团、宿舍，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广
大青年学生中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写入党章是党心民心所向,符合党

的建设的需要，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需
要。”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饶卫说，我
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与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铸牢理想信念宗旨之魂。

走进新时代 绘就新蓝图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安
徽小岗村村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宏
昌激动不已，“这辈子能亲身经历改革
开放，又亲眼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值了。”

严宏昌读了两遍十九大报告，对乡
村振兴战略最感兴趣。“父亲最希望的
就是小岗人的日子越过越富裕。”严宏
昌的儿子严余山现在担任小岗村党委
委员，他说，“小岗的发展也到了关键
点，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老百姓
能看得见摸得到政策的红利，让农民的
收入模式多样化。进入新时代，我们农
民的日子还会越过越好。”

走进新时代，几多憧憬；绘就新蓝
图，豪情满怀。

北京正南100多公里，河北雄安新

区热潮涌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到
雄安新区建设，让我们倍感自信自豪，
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中国中铁雄安
新区投资建设总指挥部党工委书记王
猛说，“在雄安新区建设中，我们一定承
压奋进、担当作为！”

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
茂村，村民王治强开办的“红色之家”农
家乐刚接待完一批从江苏来的游客。
花茂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十九
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称赞为“风景
画”的地方，这几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花茂村的变化太大了，尤其最近
5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田园蔬菜等
产业，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王治强
说，“有党的好政策，有自己的努力奋
斗，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这就是
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的‘新时代’。”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
上，常年高寒缺氧，是环境条件苦、地理
位置偏、基础设施弱、经济总量小的民
族边疆地区。

“阿里地区虽然脱贫攻坚任务重，
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我们全体干部有信心、有决心，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不掉队！”
十九大代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朱中奎
说。

新时代，新期盼。随着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
益广泛，在环境、安全、法治、公平等方
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茂林修竹，飞瀑流泉，房屋掩映在
青山绿水间。位于武夷山脉北麓的江
西铅山县篁碧畲族乡，是畲族儿女定居
了数百年的家园。十九大代表、篁碧畲
族乡党委书记雷海燕说，“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明确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这给畲族儿女吃下了‘定心
丸’，美丽中国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老百姓期盼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作为基层党代表，我要把
十九大精神融入到司法工作实践中去，
及时把握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期待，进
一步丰富司法为民举措。”十九大代表、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燕萍说。

勠力新奋斗 担当新作为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18
平方米的一大会议室原址庄严肃穆。

“按当年原样复原布置的一大会场，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地、精神家园。”
馆长张黎明抚今追昔、心潮澎湃：“从当
年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8900多万党
员，96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们党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
标奋勇前进。”

旗帜高扬，风帆正满。
南海之滨，深圳前海。从5年前的

一片滩涂，到如今的创新高地，前海变
化可谓沧海桑田。“前海孕育着无限可
能。我们要不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让这片创新沃土谱写深化改革新篇
章。”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十九大报告
强调，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

十九大期间，甘肃省和政县大坪村
包村干部陈康特别忙碌，对口帮扶和政
县的厦门市集美区资助村里35户贫困
户购买了 50头扶贫牛，陈康几乎每天
都蹲在村里，和乡亲们一起干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
的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等都是扶贫工
作的‘干货’，也是我们基层干部今后工
作的方向。”陈康说，“干部群众的精神
状态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如期脱贫太
关键了。我们要不怕困难，一往无前，
争取早日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有目标就有担当，有方向就有力
量。

“现在村里还有14户贫困户，让他
们尽快脱贫，就是我作为一个基层村支
书的奋斗目标。”十九大代表、海南省白
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兼田表村
村支书羊风极说，他最期盼的事就是尽
快把党的声音带回家乡，在新思想的指
引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搞好美
丽乡村建设，带领贫困户早日脱贫。

“党的政策真是好，又养老来又养
小，孤寡老幼双集中，政府替你把心操，
看病还能去报销，活到九十也不嫌老！”
朗朗上口的歌词，来自西藏工布江达县
基层宣讲员次央。

“这几天，我已经把十九大报告反
复研读了好几遍。”次央说，“我要以更
加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的事例，为基
层农牧民群众解读十九大报告内容，让
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听得懂。”

陕北高原，层林尽染。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工作过的延川县梁家河村，鲜艳的
国旗迎风招展，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
的笑容。

“过去五年，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
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最多。大家都盼着，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国家更加富强，老百姓的‘光
景’越过越红火！”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巩保雄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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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航拍河北省雄安新区白洋淀内的村庄。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
导人10月 25日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
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领导
人致电或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
富仲在贺函中说：“值此您再次当选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我谨
代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
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衷
心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高度评价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创
新。我相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
完成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早日胜利达
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
而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贺函说：“我们高度评价您个人对
于越南的美好感情、友善态度以及为越
中关系作出的建设性重大贡献。衷心
希望同您一道，继续推进越中传统友谊
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好发
展，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有利于本地
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国家主席本扬在贺函中说：“在您当
选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之际，我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
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致以
同志和兄弟般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
愿。”

贺函说：“您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
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
导人，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您
的充分信任。您拥有丰富的政治智慧
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和兄弟
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事业中
取得了卓越成就。”

贺函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领导中国
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五年来，中国政治稳定、国防日
益强大、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民生
不断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
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老挝和中
国的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贺函最后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
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长期稳定的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不断发
展、开花结果。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说：“我谨代表
古巴共产党热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借此机会，我祝您在这一
重要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我谨重申，

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古中两国人民、两党
和两国政府之间兄弟般的关系。顺致
兄弟般的问候。”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贺电
中说：“我谨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您当选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就任党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致以衷心祝贺。”

贺电说，当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踏上了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

贺电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各项工作任务，祝愿
您在领导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
巨大成就。”

贺电最后说：“我坚信，朝中两党两
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方向不断发展。”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
致电或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总
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贺函中说，在您的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保障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提高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
就。祝愿友好的中国繁荣发展。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总理
梅德韦杰夫在贺电中说，谨代表俄罗
斯统一俄罗斯党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
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信，中共十九大决议的贯彻落实，
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繁荣发
展。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
在贺函中说，阁下的再次当选充分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和所有中
国人民对阁下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
杜特尔特在贺函中说，在阁下和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已发展为世界
经济强国和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成
员之一。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在推动世
界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
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电中说，
在以您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
中国确立了一系列发展目标。祝愿您
和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主席、总统比
亚在贺函中说，欣悉您再次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我谨代表喀麦隆人民民主联
盟全体党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
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您在新的任期
里取得更大执政成就。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
在贺函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您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各个
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阁下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和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力量。

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
总统阿巴斯在贺函中说，您的成功当
选，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
的英明领导的高度信任。这将有助于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迈向世界最前
列，也将造福全人类。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在贺函中说，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
持续实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深思熟
虑的改革战略，致力于国家稳定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短期内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亚美尼亚共和党主席、总统萨尔基
相在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新任期
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
总统莫拉莱斯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
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
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巩固，连结我们两国
的传统纽带将更加牢固。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在贺函中说，
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将更加繁荣富强，
人民将更加富足安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在贺函中说，
欣闻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
谨代表几内亚比绍人民并以我个人名
义，向阁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
中国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主
席、政府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贺函中
说，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
十九大通过的决议，必将极大推动世界
的繁荣和稳定。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在贺函中说，
您的连任将为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带来新的推动力。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贺函中说，希

望未来与您共同加强卢森堡及欧洲与
中国的合作。我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
这一重大事件，坚信十九大重要成果将
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三在
贺函中说，我谨代表日本自由民主党，
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闭幕及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
鲁吉亚”党主席、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
在贺函中说，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能力的
高度认可和信任。我们将共同推动格
中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政府总理
图伊拉埃帕在贺函中说，我谨对您再次
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
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您领导中国继续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捷克捷摩共主席、副众议长菲利普
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您担任新一
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并为国际
社会的稳定及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主
席、内政国务部长巴祖姆在贺函中说，
相信在阁下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必将不断取得
新进展。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