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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大 时 光
□新华社记者

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交汇。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京

隆重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报告。
奋战在各自工作岗位的各地干部群众

纷纷表示，十年成就鼓舞人心、宏伟蓝图催
人奋进，新征程上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争取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
记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人民大会堂。

“这十年，我们铸就了激荡人心的东方
传奇。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让大家更坚定道路
自信。”93岁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
感慨不已。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位于武陵山
脉腹地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十八洞村实现了从深度贫困到高质量
脱贫再到迈上乡村振兴新征程的蝶变。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十八洞村团支部书记施康说，“我们坚信，国
家会更强大，乡亲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
心内，“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夺取新时代大
飞机事业新胜利”的标语格外鲜明。

C919型号副总设计师赵克良豪情满
怀，“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
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我们将攻坚克
难、久久为功，努力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
的宏伟蓝图变成生动实践。”

从人背马驮到天堑变通途再到复兴号
开上青藏高原……巍巍雪山见证着中国工
程建设的飞速发展。

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后，35岁的西藏
首位藏族动车司机斯朗旺扎深有感悟：“在
党的带领下，高原铁路带动了家乡的经济
发展，这十年，我的家乡、我个人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幸亲眼见证、
亲身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

我们的步伐越来越坚定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

16日上午，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广场，举
行了集体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活动。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讲好党
的故事、人民的故事。”中共一大纪念馆党
委书记、馆长薛峰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我们更加深刻理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
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党心连着民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掌声，就是人民的心声。武汉东湖新城
社区党委书记陶久娣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的话语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经受住一场场严峻的疫情防控考验，让大
伙懂得，党的领导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

心骨。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只要能解决好
群众的急难愁盼，再苦再累，我们都觉得值！”

科学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
16日上午，云南省大理市白族传统村

落古生村一角的科技小院内，多所高校的
师生和村民齐聚，通过电视观看党的二十
大开幕会直播。

听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大家备受鼓舞。古生村党支部书记何
桥坤说：“现在洱海水质是近10年最好水
平。绿色发展，是最大的民生福祉。”

全程观看了大会直播的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表示，在每一个重大

历史关头，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党中
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
难，我们才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将一
次次不可能变为一定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让
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
汲取中国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为我们走好新的赶考
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的未来无限光明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绘
就的宏伟蓝图——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南海之滨，珠江潮涌。深江铁路建设
如火如荼，建成后将助力打造“轨道上的大
湾区”。

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后，中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说：“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继续用
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继续发扬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书写更多精彩篇章。”

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
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奋斗者”号总设
计师叶聪意气风发：“发展添底气、创新增
志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就
要更加自信、自立、自强。”

驻守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16日一早对连队的
发电机和网络电视信号进行检查，确保准
时收看大会直播；浩瀚大洋上，已完成交接
的海军第41批护航编队官兵通过卫星电
视收看大会实况；火箭军某常规导弹旅组
织官兵收看开幕会直播……

戈壁深处，空军某基地某部飞行员集
体收看大会盛况。该部特级飞行员邱铁锋
说：“心怀‘国之大者’，方能驾驭‘国之重
器’，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为如
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
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
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
的强大合力。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新征途上，前景光明、风光无限！
（记者陈芳、梁建强、于佳欣、彭韵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奋进！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数”读二十大报告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0月16日，
举世瞩目的党的二十大在北京开幕。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
报告。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了二十
大开幕会盛况。

上午9时过，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
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
战部、市委政法委的机关干部早早来到各个
收看现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大会开幕。
10时，大会正式开幕。大家聚精会神地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许多人边听
边记录了总书记报告的重点和“金句”。

万州、黔江、涪陵、渝中、大渡口、江北、
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北、巴南、长

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綦江、大足、璧
山、铜梁、潼南、荣昌、开州、梁平、武隆、城
口、丰都、垫江、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
溪、石柱、秀山、酉阳、彭水、两江新区、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等区县，市经信委、市农业
农村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
市水利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民政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乡村振兴局、市林业
局、市招商投资促进局、团市委、重庆社会
主义学院、重庆工商大学等单位，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重庆高速集团、重庆市农业融资

担保集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等企业，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等方
面，纷纷组织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党的二十
大开幕盛况。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
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极具政治
性、思想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
大家表示，要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

悟、实实在在干，坚定自觉地以报告作为今
后工作的指导和遵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立足自身岗位，从身
边的事做起，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
神状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做好惠民生、
暖人心的各项工作，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二十大开幕盛况

□新华社记者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
报告。瞬间，大会消息刷爆互联网。

在这历史性时刻，网友们通过各类互
联网平台关注着党的二十大，纷纷以发帖、
回复、留言、“弹幕”等方式，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热情“点赞”。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二十大报告”“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三
件大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
排”……报告过程中，10多个同二十大相关
的话题词冲上微博热搜榜。

“真的好激动”“最好听的国歌”“祝福
我的祖国”……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环节一结束，网友们不
约而同在微博平台留言，分享发自心底的
自豪。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会场外，广
大网友情绪高昂。微信直播间里，网友们
标注各自所在位置，为党的二十大“打
call”。“我在北京市”“我在哈尔滨市”“我在
海口市”“我在喀什地区”“我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隆重热烈的会场画面，催人奋进的时

代强音，让中华儿女涌动着喜悦与憧憬。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

不平凡的五年。”“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亿万人民的
共同心声。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见证祖国日益强
大，骄傲无以言表。”在各大平台的评论区，网
友们分享着这些年身边发生的美好变化——

“激荡风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这是
全球绝无仅有的成绩！”

“‘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羲和’
逐日，电缆穿海底、桥梁跨峡谷、公路通
大漠……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干部群众
切实感受到国强民富，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精准扶贫到全面小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一步一个脚印。感恩每一位心系人
民、无私奉献的楷模和代表！”

“强国路上，有你有我”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团结奋斗
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二十大报告中，一次又一次提到“人

民”二字。最炽热的情感、最朴实的表达，
点燃了亿万网民心中的激情，激发着每个
人奋进的力量。

“强国路上，有你有我，我们都是奋斗
者，撸起袖子加油干。”“学习强国”网友“刘
赟静”留言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青年
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
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
无比光明。”

一家社交平台网友“小哇哇”说：“这十
年，许许多多稚嫩的面孔戍守边疆、抗击疫
情、教书育人、扶贫助困，他们是时代的中流
砥柱，他们将自己的青春燃烧在祖国的一线，
变的是青春的面庞，不变的是奋进的脚步。”

网友“晓风吹行舟”表达为党和国家事业
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和
新时代青年，要勇担重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明天一定会更好”

在报告中，一个鲜明的“中心任务”引

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从现在起，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党用伟
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
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这句话在众多网友中激起强烈反
响——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自信自
强，新时代的中国，党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脚步
不可阻挡！”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我们生于红旗
之下，生长在春风之中。以青春之名，书写
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中华。人民有
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
蓝图绘就，号角吹响，燃起人们奋斗的

豪情。网民们表达出一致的心声——“明
天一定会更好”。

（记者刘华、温馨、段续、冯歆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网民热情“点赞”党的二十大隆重召开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