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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樊永强 梅常伟

伟大成就催人奋进,初心使命
引领征程。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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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
起强烈反响。

广大官兵表示,站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奋力开启强国强军新征程,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不懈奋斗。

从北国边疆到南国海岛,从西
部戈壁到东海之滨,全军各部队组
织广大官兵通过电视、网络、“两微
一端”等多种形式,认真观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直
播,反复学习讲话内容,深刻理解重

大意义。
广大官兵认为,习主席的重要

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年的光
辉成就,发出了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的伟大号召,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在新时代迈向新辉煌的宣言书和
动员令。

作为观礼嘉宾,陆军工程大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 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
虎现场聆听习主席讲话后,激动的
泪水在眼眶打转,“习主席掷地有
声的话语,道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
心声,发出了奋进中国的时代强
音。我将牢记领袖嘱托,继续在防
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为祖国铸就
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不懈
冲锋!”

海军西沙中建岛守备营教导员
刘长文说,“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
傲和自豪。我们一定会把爱国热情
转化为奉献激情,为祖国和人民守
好南大门的每一寸海、每一粒沙。”

“国庆盛典展示了国家强大的
综合实力和国防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驻守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部战
区空军某雷达站指导员李军说,“我
们要发扬顽强拼搏、勇争一流的进
取精神,当好祖国的千里眼。”

国防大学教授姜延军说:“70年
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走向
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火箭军某旅政委李保国说,“当
前,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全
部力量。”

亲眼见证海南岛从偏僻海岛到
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转
变,第 74集团军某旅官兵对“第二故
乡”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官兵们表
示,只要我们按照习主席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富国强

军的梦想。
一切美好生活都需要去创造、

去奋斗。被誉为“东方神剑第一哨”
的火箭军某旅哨所官兵表示,一定
要努力奋斗,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
基石贡献力量。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
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陆军某旅副
旅长覃文强说,重整行装再出发,必
须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
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
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
好。”广大官兵表示,一定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
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 参
与采写:云利孝、杨进)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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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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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和激

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把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

继 续 为 实 现“ 两 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历经 70 年披荆斩棘、砥砺奋进,

今天,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充

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

的东方。面向未来,我们人民共

和 国 的 航 船 正 在 破 浪 前 行 。 祖 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为我

们创造伟业铺就了广阔舞台。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创造的灿烂文明,为我

们奋勇前进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为我们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对未来最好的把

握,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铸就

我们人民共和国新的更大辉煌。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70 年来,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

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一穷

二白”迈向繁荣富强,中国人民最为深

切的感受就是,新中国之所以能取得

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决定性

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进征程

上,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全

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成为

民族复兴征程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新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当惊世界

殊”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尊重人民首创

精神,始终倾听人民呼声,始终依靠人

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是共和国的坚

实 根 基,人 民 是 我 们 执 政 的 最 大 底

气。”奋进新时代,就要不断发扬中国

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

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亿万

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

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解

决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这是党

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

动摇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

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

去。”今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

们的理论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日趋

成熟,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中国共

产党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以党的自我

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

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

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我们坚信,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

创造了新中国 70 年伟大传奇的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新长征

路上,必将创造出新的历史伟业,书

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我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侨华
人对此反响热烈。他们纷纷表示,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愿以今天的努
力奋斗成就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第 5批赴南苏丹(朱巴)维
和步兵营教导员蔡伟说,维和部队
方队今年首次在国庆阅兵中接受检
阅,这既体现了祖国对我们维和部
队的高度重视,更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的大国担当。

中国建筑集团阿尔及利亚公司
员工赵北寒说,庆祝大会直播精彩
画面一个接一个。公司的发展与祖
国的强大密不可分,所有在海外的
中国人都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闻
说,他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收看庆祝
大会,从心底里为今天中国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感到无比骄傲。中国一
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

一大业,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
会会长刘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
递了全球华夏儿女的心声。历史照亮
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我们将继续努
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侨
生说,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
和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柬埔寨华侨
华人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
会长颜天禄说,70 年来,中华民族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以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
不断奋进,创造了世界惊叹的中国
奇迹。在前进的征程上,全球中华
儿女必将更加团结,战胜未来的一
切艰难险阻。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
文化研究院院长韩静说,中国的富强
和国际影响令华侨华人感到无比振奋
和自豪。传播中国文化、艺术,促进澳
中相互了解,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奋力开启强国强军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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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4 日,在郏县
茨芭镇山头赵村,小朋友
在推石碾。国庆长假期
间,不少游客来到郏县乡
村,体验乡村生活。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影
报道

俺来村里
过假期

愿以今天的奋斗
成就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在我驻外人员、华侨华人中引起热烈反响

综合新华社电 赴京参加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会观礼的香港青年
代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
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非常震撼,令
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70年发展取得
的光辉成就,加深了他们的爱国情
怀,更加坚信香港应该与祖国同行。

香港知名青年设计师、青年发
展委员会委员余婳表示,阅兵仪式
感觉非常震撼,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特别是在唱国歌环节,当在天
安门广场的所有人一同唱响国歌
时,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深深感受到
爱国情怀,非常震撼。能出生在一
个和平的年代是多么幸福,每个人
都应好好珍惜和维护。”

“90后”青年、香港青贤智汇主席
谢晓虹说,在国家发展腾飞的历史进
程中,总会看见香港青年的身影。“一
国两制”已进入新时代,香港青年应
肩负起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
使命,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创新热土
上,更好地去贡献、报效祖国。

“振奋人心”“骄傲自豪”“备受
鼓舞”……赴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观礼的香港企
业界代表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
纷点赞,表示亲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
游行现场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国
家的发展强盛,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和
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了信心。

全国政协常委、恒基兆业地产
有限公司联席主席李家杰表示,对
受邀参加国庆观礼感到由衷的骄傲
与自豪。他表示，自己会将观礼的
收获带回香港,为香港发展献计献
策,希望齐心协力使香港发展尽快
回归正轨,与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

“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上海

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
裁王冬胜表示,身临阅兵和游行现
场使他深刻感受到国家日新月异的
变化和国力的不断强盛,对国家和
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香港的年
轻人应该多来内地,感受今天的和
平发展环境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
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自觉守护和建设香港,推动“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

领略70年光辉成就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香港青年和企业界代表谈国庆观礼感受

1971 年冬到 1972 年初,官厅
水库下游发现大量鱼类死亡,经调
查,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了水
库水源。周恩来总理较早注意到环
保工作的重要性,这一污染事件使
他更加认识到环保的紧迫性。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派出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规模最大
的代表团,参加 1972年 6月在瑞典
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回国
后,周恩来指示,要立即召开全国性
的环境保护会议。

1973年 8月 5日至 20日,第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在讨论交流中充分反映出我国
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突出
问题,如大连湾、胶州湾、广州等地海
湾的污染非常严重,森林破坏、草原
退化、水土流失都有所加剧,北京、上
海等城市环境问题也比较集中,令
人们感到震惊。中央决定,会议最
后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各界代
表出席的万人大会。国务院领导李

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到会讲话。
会议取得了三方面明显成果:

一是做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
时不晚”的结论;二是将“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
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
人民”,确定为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
工作方针;三是审议通过我国第一
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

这次会议揭开了中国环保事业
的序幕。会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
立环保机构,有关环保的法规先后
出台,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
器设备陆续引进国门。1974年,国
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成立,促进了全国环保工作的开展。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的环
保事业艰难起步,弥足珍贵。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环境保护开始起步

小游客体验传统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