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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今年8月，旅比大熊猫“好好”
顺利诞下两只大熊猫幼崽。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比利时
国王菲利普就此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两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值得共同
庆贺。相信它们将成为中比友好新佳话。我高度重视中比关

系发展，愿同菲利普国王一道努力，推动中比全方位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菲利普国王在贺电中表示，两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是一
大喜讯。我对比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良好合作表示高度赞
赏。

就旅比大熊猫诞下幼崽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互致贺电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
流浩浩荡荡。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
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新中
国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豪迈宣
示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
好、发展好的坚定信心，激发着中
国人民逐梦前行的巨大热情，激扬
起中华民族再创奇迹的雄心壮志。

新中国 70 年何等辉煌！70
年来，从人均国民收入仅 27 美
元，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拥有
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从一
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今天，曾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将
迈入全面小康；曾经一穷二白的中
国，走向繁荣富强；曾经积贫积弱
的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华民族实现了气壮山河的历史
性跨越；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时代
前列。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
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
我们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积
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从
沉淀了我们全民族集体记忆的历
史中孕育的，屈辱和苦难是它的
土壤，所以它才如此地深沉，如此
地动人心魄、撼人心魂；中国梦，
是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理想和渴望中生长的，国家的强劲发展是它的现实支撑，所以
它才如此地强烈，如此地动人心扉、振奋人心。中国梦的实质，就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实现中国梦
是顺应人民意愿、合乎历史逻辑的正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
敌人也攻不破的”。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
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
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
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靠的不
是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推
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对外开放中展现了大国担当。前进征程上，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这一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踏平坎坷成大道”。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迎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在一
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奔跑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定能把圆梦的
辉煌写在不远的将来！

（人民日报10月4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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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典范 新航程
——写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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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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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社会各界中
持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把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化
作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矢志不渝，勠力
同心，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辉煌成就激荡无限豪情

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二级调研员
陈勇激动地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自豪，倍添动
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中华儿女热血
沸腾、激情豪迈。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组工
干部，肩负着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选贤任能、招才纳士的重
任，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爱
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庆祝活动开始前，我和另外两名重

庆来的同事寸步不离地守在电视机前，激
动万分。远在异国他乡，身负光荣使命，
我们心中都充满对祖国母亲真挚的爱。”
远在斐济执行警务顾问任务的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总队民警高峰说，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观看了震撼的阅兵
仪式和群众游行，大家都深深地为伟大祖
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自己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化作无穷的动力，为
圆满完成警务顾问任务、为推进中斐两国
警务合作交流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
热泪盈眶。”红岩英烈蓝蒂裕之子蓝耕荒
说，我们今天拥有的安定幸福生活，是千

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我
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英烈的崇高精
神需要我们不断传承和弘扬。我已退休
多年，但我会继续秉承先烈遗志，宣传弘
扬革命先烈精神，沿着英烈们用鲜血和生
命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代
焕江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只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
大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就能汇聚起实现民
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让亿万人民的伟大梦
想变成璀璨现实。

奋力拼搏履行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今
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重庆图书馆馆长
任竞说，作为公共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重庆各公共图书馆70年来也经历
了由闭架服务到开架服务、从单一的传
统文献到数字文献、从数字化到智能化
的转变，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下转2版）

矢志不渝 勠力同心 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重庆社会各界持续引起强烈反响

10月2日，江北区红旗河沟，车辆从开着鲜花挂着国旗的道路
上经过。连日来，该区主次干道栽种的树状月季陆续开花，和悬挂
在路灯上的国旗交相辉映，成为国庆节日街头的美丽风景。

记者 崔力 摄
“两江四岸”灯光秀 重庆热门打卡地

奋斗成就伟业，梦想凝聚力量。习
近平总书记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往开来、
接续奋斗，书写中华民族迈向新辉煌的伟
大篇章。

不懈奋斗 70年书写辉煌史诗

金秋十月，三江平原，一望无际的水
稻已经成熟。黑龙江农垦七星农场员工
陆向导在稻田边用手机观看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看到黑龙江彩车上的‘中华粮仓’，
我激动得跳起来，颗粒饱满的玉米、黄豆
和大米背后，是几代人把北大荒变成了

北大仓的努力。如今，中国人已经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陆向导自豪之情
溢于言表。

天津港一派繁忙，主航道上船只往
来频繁。“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
伟大成就。”耳畔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
头队副队长成卫东久久不能平静，“从几
千万吨到五亿吨，天津港吞吐量的大跨
越是中国经济增长活力的见证。”

连排的小洋楼、齐整的林荫道、门前
屋后的小菜园……这是广西百色市田阳
县新立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广
新家园。

“从愁吃愁穿到日子越过越美，医疗、
教育和养老越来越有保障，大家自主发展
的内生动力和热情空前高涨。”村党总支
书记罗朝阳说，“我们要同各民族兄弟姐

妹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为同一个中国梦
努力奋斗。”

70年，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不仅有中
国腾飞的经济、人民红火的生活，还有科
技进步的“中国速度”。

国庆假期，安徽蚌埠中建材信息显
示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姜园
涛与同事们一直坚守在生产线上。“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进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
有声，令姜园涛热血沸腾。

从 0.3 毫米到 0.12 毫米，过去 5年
来，姜园涛所在的企业先后5次创造最
薄浮法玻璃的中国纪录、1 次世界纪
录。“我们正准备向0.1毫米新的世界纪
录发起冲击！”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国家卫健委驻山西永和县索驼村第一书
记徐宏心潮澎湃：“中国今天的发展成

就，是党带领亿万人民用双手创造的，是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力拼搏铸就的。作
为一名青年扶贫干部，我将不辱使命、不
负青春，带领全村百姓用勤劳和智慧脱
贫致富奔小康。”

不忘初心 民心所向奋斗不息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从“凝心铸魂”
方阵彩车上走下来，重庆市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人民调解员马善祥除了激动，更
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全国
人民不懈奋斗的方向和力量，我将继续
做好服务调解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实
际问题，让人民生活更和谐、更美好。”马
善祥说。

（下转2版）

中国梦想成就于亿万人民共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鲜花国旗交相辉映

重庆“两江四岸”灯光秀成国庆期间游客和市民的首选打卡热地。10月2日晚，南滨路、江
北嘴等最佳观景点，站满了前来欣赏灯光秀的人们。“太美了，宛若人间仙境。”流光溢彩的灯
光把“两江四岸”装扮得如梦如幻，游人对重庆夜景赞不绝口。 特约摄影 钟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