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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人民日报》（2019 年 10月 02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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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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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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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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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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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自豪 为祖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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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10 月 02 日   04 版） 

  这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这是一部彪炳史册的伟

大传奇！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70 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的 70 年。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

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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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 70 年前

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赞扬 70 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取得

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宣示前进征程上不断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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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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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70 年前，毛泽东同志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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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长期稳定的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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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昨天、

把握今天、展望明天，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怎能

不为祖国史诗般的进步由衷礼赞，怎能不为祖国更加美好的

未来衷心祝福！ 

  为祖国自豪，我们有无比强大的底气。从一穷二白、满

目疮痍起步，历经七十载艰辛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已跃居世

界前列，“复兴号”列车以 350公里的时速领跑世界，神州

处处有最新最美的文字，处处见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正处

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尽千辛万苦、

越过千山万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多么不容易，多

么了不起！ 

  为祖国祝福，我们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于“漏

舟之中”走向站起来，于“濒临崩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

“滚石上山”走向强起来，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创造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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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从沉沦而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事实胜于雄

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

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摆在我

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

大。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

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中国人民就一定

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铸就我们人民共和国新的更大辉煌。 

  七十载波澜壮阔，九万里风鹏正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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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把我们

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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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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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10 月 03 日   01 版）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70 年前的 10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

界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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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刻阐明新

中国 70 年创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未来，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充满自信，

为实现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亿万

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满怀豪情开始

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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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

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东方风来满眼春”。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如同浩荡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显著增强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

担当，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团结带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

跨越。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今天，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

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正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

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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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今天，伟大祖国欣欣向荣，

亿万人民壮志在胸，携手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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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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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10 月 04 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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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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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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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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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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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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10 月 05 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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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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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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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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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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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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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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9 年 10 月 06 日   01 版）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奋进新时代、踏上新征

程，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自满，但怀有无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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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宏大的

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回顾中国的昨天、把握中国的

今天、展望中国的明天。击鼓催征，这是进军的动员令；奋

楫扬帆，这是前行的集结号。铿锵话语、壮志豪情，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在复兴征程上继续奋

勇向前。 

  70 年艰苦创业，70 年披荆斩棘，70 年厚积薄发。在一

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画出了最

新最美的画图。今天，近 14 亿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

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生机勃发、春意盎然，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光彩夺目、魅力永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如磐石、充满活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前程伟大、前途光明。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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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面向未来，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回望新中国的历史，我们激情澎湃；踏上新时代的征程，

我们信心满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未来 30 多

年的宏图，犹如一幅壮美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描绘。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

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综观世界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凭着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中国站起来了；靠着“杀出一

条血路”的气概，中国富起来了；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奋斗中，我们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此船

到中流、人到半山之时，更需要我们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征服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跨越新征程上的急

流险滩。 

  重整行装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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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

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近 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

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

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新

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

着一茬干，我们必定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初心铸就伟业，使命引领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朝着“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英勇奋斗、奋勇向前，让承载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梦

想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