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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同胞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民、

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都为我

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衷

心祝福。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

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

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

的感谢！

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

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

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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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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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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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

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

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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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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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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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新华社北京10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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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普天同庆；这一刻，万众欢腾。

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新中国70年奋进历程，展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8分钟800

多字的讲话赢得8次雷鸣般的掌声，新时代中国的豪迈宣言激励着全体中华儿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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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70年前的今天，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这是改天换地、震古烁今的70年。从一穷二白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缺衣少食到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从饱受欺凌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千百年来的绝对

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超级工程”遍布神州大地，科技创新激发民族智慧……翻阅浩瀚史册，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变如此众多人民的命运，新中国70年可谓前无古人。面对这一人间奇

迹，每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无比自豪，亿万中国人民对祖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

砥砺奋进70年，艰辛探索70年，多少风吹浪打，多少艰难险阻，中国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拧成

一股绳、铆足一股劲，风雨无阻向前进。历史深刻昭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领路人和主心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条正确道路，有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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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就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奋斗，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传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新中国70年，是一部人民辛勤奋斗、创造奇迹的历史。依靠人民的

事业总有不竭动力，汇聚人民的力量才能浩荡前行。正如庆祝共和国70华诞群众游行的主题“同心共筑中国

梦”，近14亿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携手奋进，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出来，什么样的梦想不能实现？前进征程

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激发亿万人民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实现中国梦，就有了无比强大的动力。

新中国70年，也是走向世界、造福人类的70年。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为人类谋大同”的中国情怀始

终没有改变。“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友谊勋章”获得者、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的感言，从一个侧面折

射出今日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发展态势。前进征程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人类开辟

一个光明的未来。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立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迈向“长风破浪

会有时”的明天，我们初心不改，我们信念如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让我们再接再

厉、不懈奋斗，把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为伟大祖国自豪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