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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勝利的道路，因佈滿犧牲而銘心刻骨；實現夢想的
征程，因艱苦卓絕而盪氣迴腸。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
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
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
非進不可的時候。

濃縮發展期 考改革後勁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個宏大的命題，也
是一個嶄新的課題。解決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已經令
世界矚目讚嘆。繼續帶領十幾億人進入現代化、過上豐裕
富足的生活，又將如何「當驚世界殊」？中國的工業化濃
縮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幾百
年中曾出現的問題可能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集中顯現。
我國改革仍處於攻堅期和深水區，打贏了做大規模的上
半場，更要打好高質量發展的下半場，考驗的是幹勁、韌
勁、後勁。全球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企業數量已位居
世界第一，但大多仍處於附加值較低的「微笑曲線」底
部。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勞動生產率不足等問題亟待解
決，2018年我國芯片（港稱晶片）進口額達3,100多億美
元，遠超石油進口額。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問題仍然嚴重，
生態系統受損和退化問題依然突出，環境資源承載能力接
近上限。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清單」不斷拉長擴容，教育、就
業、住房、醫療、社保和文化享受，解決了「有沒有」，
大家更關注「好不好」。房子能不能便宜一些，工作待遇
能不能更好一些，看病能不能更方便一些，每天圍着孩子
轉的家長能不能輕鬆一些，我們的父母晚年生活能不能更
安心一些……人民利益無小事，哪個問題都不是小問題，

都需要嚴肅對待、久久為功。

治黨必從嚴 杜絕不良風
──跳出歷史周期率，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由

不得一刻放鬆、絲毫懈怠。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
的、複雜的，「四種危險」是尖銳的、嚴峻的。全面從嚴
治黨永遠在路上，還遠未到大功告成的時候，真正實現從
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的轉變任重道遠。黨內存在的思
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
得到根本解決，「政治微生物」還在某些角落潛滋暗長，
管黨治黨稍有鬆勁，消極腐敗和不良作風就可能捲土重
來。
作為中國南北生態重要屏障的秦嶺，有人大肆違建別

墅，雖三令五申仍失管失控；祁連山保護區生態嚴重破
壞，雖屢遭批評卻陽奉陰違、敷衍以對；脫貧攻堅事關民
生民心，有些人卻大刷白牆、搞面子工程；綠水青山本是
自然之美，一些地方卻給礦山刷上綠漆、自欺欺人……這
些問題雖然已經得到解決，卻警示我們，政治紀律的弦要
始終繃緊，「四風」問題樹倒根猶在，抵制形式主義、官
僚主義遠非一日之功。

國家漸強盛 面臨挑戰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題眼在「變」，深刻
影響在「百年」。回望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
束，十月革命勝利不久，「日不落帝國」由盛轉衰，特別
是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確立了延續至今的國際秩
序和治理格局。
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世界
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逆全球化思潮、保護主義、孤立
主義泛起，貿易摩擦、地緣衝突、恐怖襲擊此起彼伏。人

類面臨着許多迫在眉
睫的共同挑戰，卻有
人一意孤行、揮舞大
棒，用自身優先、唯
我獨尊，為和平發展
蒙上陰影，給全世界
帶來許多不確定性。
有人說，中國的崛

起及其對世界的影
響，是21世紀最重
要的事件。中國自古
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
國度，平和內斂、求
諸於己是國家的性格。
隨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各種目光聚焦到
中國身上，讚賞者有
之、欽羨者有之、心態複雜
者也有之。更有一些人搬來陳腐的
「黃禍論」，祭出醜陋的「麥卡錫主義」，鼓噪所
謂的「文明衝突論」「種族對抗論」，處心積慮對
中國進行遏制打壓、極限施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
外部風險就會越多。這是我國發展進程中無法迴避的挑
戰，是實現民族復興繞不過去的一道坎。
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前進道路上我們

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複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像
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
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
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新中國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維
護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與世界真誠相待、熱情相擁，
中國貢獻世界的是和平的力量、可親的善意、文明的智慧。
世界大勢浩浩湯湯。「在把握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順
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是中國走到今天的深刻總結，
也是中國走向未來的強大底氣。
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
展，匯聚成不可逆轉的歷史大潮。搞「零和博弈」、單幹蠻

幹、「文明優越」，只能是逆潮流而動。人為切斷資
金流、技術流、產業流、人才流，妄圖讓世界

經濟退回到一個個孤立的小湖泊，依靠
「拳頭」和「恐嚇」解決問

題，注定只有失敗
的結局。

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
翻大海。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14億人口的大市場，一
個政治穩定、法治有序、社會和諧、人民友善的大國，一個創
新活躍、交通便利、供電平穩、勞動力素質高的大國，無論任
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使之隔絕於世界，都無法無視它對世界
的貢獻。
戰火、飢餓、疾病、恐怖主義蔓延，都有着一個共同的原
因──貧窮。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為世界各
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增進人民福祉提供了機
遇。六年來，1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共建「一
帶一路」合作協議，中國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總額超過
6萬億美元，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共商、共建、共
享，「你輸我贏」的遊戲規則被打破，合作共贏的局面正在
形成。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
的廣泛共識，應對人類共同挑戰越來越需要各國的齊心協
力。

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
越大。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放緩，中國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滯，
中國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的追求不會改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接棒前輩夢 續歷史長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的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

鐵」，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中華民
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
在最近播映的紀錄片中，我們有幸看到了一個彩色的開國

大典，70年前花如海、人如潮的天安門，毛主席意氣風發，
朱老總滿面笑意，周總理舉止瀟灑……親切感人，彷彿如
昨。他們那一代人用絕大的智慧、絕大的堅毅、絕大的犧
牲，締造了人民共和國的堅實根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新長征新使命，歷史性地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唯
有扎根中國大地，抓住每一個今天，才能創造美好未來。唯
有發揚鬥爭精神，練就鬥爭本領，保持艱苦奮鬥、頑強奮
鬥、永遠奮鬥的精氣神，才能披荊斬棘、乘風破浪。
以夢想為岸、以團結作帆、以奮鬥划槳，在浩蕩的時代東
風中，向着下一個光輝的70年啟航。

黨的十九大這樣擘畫中國的明天：2035年，基本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個大
黨的鄭重承諾，一個大國的雄心壯志，一個民族的
廣闊未來。
未經黑暗，便看不到光明的可貴。未經磨難，便

知不深復興的意義。

志士振中華 革命薪火傳
把歷史的時針回撥到1900年，八國聯軍分區佔領

北京城。巍峨的紫禁城太和殿中，清王朝皇帝的龍椅
成了侵略者攝影留念的道具。從1860年到1937年，
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首都三次被外敵攻陷，中
國人民身處「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
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無數仁人志士在危難中一

次次奮起，太平天國運動、維新變法、義和團運
動、辛亥革命……雖慷慨激烈，卻抱憾而終。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自從有了中
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建立中國共
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三大里
程碑」。中國人民從沉淪的谷底奮力崛起，根本扭
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
國家強大昌盛、人民安居樂業，一直是先人們不

懈的追求。管子提出「國富兵強」，商鞅力行「農
戰強國」，司馬遷主張「上則富國，下則富
家」……大秦一統、文景之治、盛唐氣象、汴京勝

景、康乾盛世，一直為國人世代傳誦。
中國共產黨無愧於中華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

者。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描繪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
幸福的美好願景，成為凝聚全民族同心同德、協力
向前的最大公約數。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萬眾一心
拚搏奮鬥，勇往直前闖關奪隘，中國取得歷史性成
就和歷史性變革，全面小康即將建成，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懷兼濟天下 邀世界合作
中國的夢，也是世界的夢。現在，昔日的絲綢古

道奔馳着一列列中歐班列「鋼鐵駝隊」，古老的非
洲大陸活躍着一批批中國的白衣天使和建設者，中
國維和軍人在戰亂之地守護着「安全綠洲」……在
應對氣候變化、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等方面，中國顯
示出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們張開雙臂擁抱世
界、博採眾長發展自己，我們也堅持「美美與共」
「兼濟天下」，歡迎別人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便車」。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
通、交相輝映。
凡為過往，皆為序章。「在新中國成立70年的

時候宣示下一個70年，我們將高舉革命的旗幟，
繼往開來，重整行裝再出發。」「未來70年，
關鍵是未來30年。這正好是我們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的時間。」號角已經吹
響，戰士已經啟程。

「一心中國夢，

萬古下泉詩。」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

最偉大的夢想。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

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為之奮鬥的初心和使命。

揮別波瀾壯闊的70年，展望承載着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又一個70年，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自信

而堅定，「新征程上，不管亂雲飛渡、風吹浪打，我們都要緊緊依靠人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

奮鬥，以堅如磐石的信心、只爭朝夕的勁頭、堅韌不拔的毅力，一步一個腳印把前無古人的偉大

事業推向前進。」風正勁，帆高懸，中國號巨輪向着夢想劈波斬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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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沉淪中奮起 迎來光明前景1
倡「帶路」促共贏 撲滅亂世火苗4

荊棘遍復興路 克險阻須修身2 建建「「鋼鐵駝隊鋼鐵駝隊」」

培育追夢人

培育追夢人

推人道救援推人道救援

■■習近平今年習近平今年 77
月到內蒙古考察月到內蒙古考察
調研調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改進社保制改進社保制

■■「「繁榮發展繁榮發展」」花壇近花壇近
日竣工日竣工，，吸引眾多北京吸引眾多北京
市民觀賞市民觀賞。。 新華社新華社

河出潼關，因太華之阻而增其奔湧；風回三峽，因
巫山為隔而顯其怒號。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不會因艱
難險阻而稍減成色，只會經砥礪淬煉而更顯炫目。
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難鬥爭到底的
氣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復舊物的決心，有着屹立於世
界民族之林的底氣。她懷揣着太多太多的憧憬，積蓄
了太多太多的能量，一股勢不可擋的磅礡力量正在充
分爆發、盡情釋放。

按變化改革 握時代脈搏
勢不可擋的磅礡力量，引領於胸懷堅定意志、崇高
理想、擔當國家民族命運的中國共產黨。
以堅強領導核心凝聚奮進偉力。列寧指出：「政黨
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
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
的集團來主持的。」堅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政治智
慧，「以身許黨許國」的擔當，「我將無我，不負人
民」的赤誠……在「四個偉大」的壯闊實踐中，習近
平總書記成為黨的核心、人民領袖，眾望所歸，當之
無愧。認定主心骨、壓艙石、定盤星，堅持統一思
想、統一意志、步調一致，面對再大的驚濤駭浪，我
們都能從容不迫，自信堅定。

以科學思想理論指引前進征途。在黨和紅軍經歷長
征、剛剛在陝北站穩腳跟的時候，毛澤東潛心撰寫
《實踐論》《矛盾論》，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馬克思
主義哲學思考。在「文革」結束不久，各項事業在前
進中徘徊的時候，「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成為思想
解放、改革開放的先聲。沒有哪一個黨如此重視哲學
思維、思想方法、理論建設。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
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凝結着一代代共產黨人的實踐探索、理論創
造，指引着中華民族邁向復興的偉大航程。讀原著，
學《綱要》，上「強國」，神州大地正在展開「思想
之光」轉化為物質力量的生動畫卷。
以主動歷史擔當把握時代潮流。舉起革命赤旗、挽

救民族危亡，擔起共禦外侮、國家獨立的民族大義，
推進改革開放、讓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把握社會主
要矛盾變化、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中國共產黨
依據現實變化改革創新，也承繼歷史傳統不忘初心。
與一些政黨注重眼前利益甚至朝令夕改不同，她以百
年為尺度思考民族前途，以一棒接一棒接力向前的堅
韌推進國家戰略。這種高度的歷史自覺、完全的歷史
主動，讓這個黨始終挺立時代潮頭。
勢不可擋的磅礡力量，匯聚於具有偉大愛國主義傳

統和愛國奮鬥奉獻精神的中國人民。

愛國追夢人 奏奮鬥樂章
黃河、長江、長城，都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標

誌，都是中華兒女魂牽夢繞的圖騰。中華文明經過五
千年綿延不斷、愈挫愈勇，就是因為有着「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的崇高責任，有着「位卑未敢忘憂
國」的深沉情愫，有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
避趨之」的決絕擔當。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正如一股浩然正氣，穿越時空、充塞天地。
新時代，到處奏響着愛國、奮鬥、奉獻的昂揚旋

律。無數鄉村教師堅守三尺講台，用知識點亮孩子的
夢想；無數工人和農民兄弟姐妹起早貪黑、揮灑汗
水，擦亮中國製造、中國建造的榮光；無數快遞小哥
奔走在烈日下、風雨中，締造了「世界第一快遞大
國」的奇跡。新愚公李保國35年扎根太行，為荒山
披上綠衣、為農民拔掉窮根；守島英雄王繼才32年
堅守孤島，甘把生命獻國防；種子使者鍾揚16年踏
遍西藏，採集4,000萬顆種子充實「種子方舟」……
愛我的國，為我的家，我們都是奮鬥者，我們都是追
夢人。
勢不可擋的磅礡力量，孕育於朝氣蓬勃、奮發有

為、肩負民族未來的青年一代。
1900年，面對老朽不堪的舊中國，梁啟超寫

出了急迫而激昂的《少年中國說》：「少年智則
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制出將來之少
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後浪推前浪 青年成骨幹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向中國留學生說：「你們

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
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今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內蒙古大學的青年學生

說：「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未來是
屬於年青人的。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你們
生逢其時、何其幸也。」「今天的年青人是實現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骨幹和棟樑。」
與時共進何所幸，熱血報國當少年。現在，80後已

經開始在各行各業擔綱，90後正在成長為骨幹，00後
開始步入大學校園。航天報國的嫦娥團隊、神舟團隊
平均年齡33歲，北斗團隊平均年齡35歲，排雷英雄戰
士杜富國喊出「讓我來」時只有27歲，屢創佳績的中
國女排青春洋溢又堅韌頑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領、有擔當，民族復興就前景廣闊、大有希望。

艱難磨練鬥志 發展勢不可擋3

國家建設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