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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时同行，众志成城。

当岁月静好、阳光灿烂，新时代的

爱国情怀根植新一代年轻人的心

中。当黄岩岛事件、钓鱼岛争端风

云再起，新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

式发声，“中国，一点也不能少”的

呼声传遍互联网。当洪水、地震袭

向祖国的土地，爱国有了更具体的

承载，一夜之间年轻人的QQ头像

变为了同一个祝福，饱含对同胞的

忧心和关切。当香港暴徒分裂言

论甚嚣尘上，国外媒体煽风点火，

帝吧和饭圈女孩出征护旗，让全世

界人们认识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

拳拳爱国心。

他们 ，勇 立 潮 头 ，劈 波 斩

浪。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各行各业青年勇

担重任、不懈奋斗，积极践行新

发展理念，在深化改革开放、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了

生力军作用。从青年文明号到

青年突击队，从青年岗位能手

到青年领军人物，青年的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在建功立业的

过程中，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惟其勇毅，方显本色，惟其磨

砺，始得玉成。犹记得，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强调“广大青年要坚定理

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犹记得，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

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

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

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强

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积极拥

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

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

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

70年红旗猎猎，70年铁骨铮

铮。

70年峥嵘岁月，成就了奋起

直追的新中国走完西方200年走

过的道路，于今天跻身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的奇迹，成就了人民从

物质到精神越来越丰盈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我们骄傲，我们更

弥足清醒：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上，新一代青年何为？

千言万语，归于大写的两个

字：奋斗！

新一代青年，不能仅是新中

国伟大变革的受惠者，更应成为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接力者。新

一代青年，不能小富即安，而需

临渊警醒。新一代青年，不能

耽 于 逸 乐 ，更 要 奋 马 扬 鞭 。

“历史”叩问青年的感恩心，如

何饮水思源、反哺沧桑，捍卫先

辈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惟有

奋斗。改革攻坚进入深水区，

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新征程险

峰更峭、湍流更急，“现实”叩问

青年的忧患心，如何居安思危、

未 雨 绸 缪 ，驱 散 一 切 阴 霾 迷

雾？惟有奋斗。时代巨轮滚滚

向前，人类际遇此消彼长，“未

来”叩问青年的进取心，如何笔

走龙蛇、气吞山河，在这一代人

必须要直面的答卷上留下恢弘

的华章？惟有奋斗。青春之

歌，恰是奋斗之歌。

越是在举国欢腾的日子，越

是要重申“奋斗”的意义。

读懂了奋斗，就读懂了新中

国壮丽的70年。赓续了奋斗，就

赓续了一代又一代战斗者、建设

者、创造者“我以我血荐轩辕”

“九万里风鹏正举”的慨然斗

志。奋斗，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而青春的觉醒，是祖国灿烂朝阳

最美的模样。让我们以继往开

来的昂扬奋斗之姿，告慰新中国

70周年华诞！

奋斗，是青春告白祖国的最

好方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我
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
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
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
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
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成一往
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

李克强主持招待会，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出席招待会。4000余名
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
70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
璨、鲜花吐艳，洋溢着热烈喜庆
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高悬
着庄严的国徽，“1949－2019”年
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
宾曲》中，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

唱国歌，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
行曲》在大厅回荡。

在嘹亮的号角声中，习近
平走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
族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中国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
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
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广大海
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支
持和帮助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友
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
的感谢。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70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实践，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了时
代前列。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
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
界殊”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
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
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书写了人
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70年
来，中国人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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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团结是铁，团
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
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续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
本法办事。我们相信，有祖国
的全力支持，有广大爱国爱港
爱澳同胞的共同努力，香港、澳
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

进步、明天一定会更好。我们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
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造福两岸同胞。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
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的。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高举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
外开放，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
平与发展的阳光普照全球。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是伟
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
族，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历
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我
们坚信，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
史、创造了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
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
程上，必将书写出更新更美的时
代篇章。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中
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祝福中国繁荣富
强，祝愿中国同世界各国友谊长
青，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邀
请刚刚获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
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教练员代
表，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招待会，并在会前亲切
会见女排代表，同大家合影留
念。

下午4时45分，女排队员、
教练员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福
建厅，习近平同大家一一握手。
在听取了领队和教练员、运动员
代表发言后，习近平表示，在举
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时刻，我首先欢迎你们凯旋，
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强调，在第十三届女
排世界杯比赛中，你们以十一连
胜的骄人成绩夺得了冠军，成功
卫冕，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
誉。你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
打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在提
前一轮锁定冠军的情况下，你们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没有丝毫懈
怠，尊重对手，尊重自己，坚持打
好每一个球，很好诠释了奥林匹
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中国
女排夺得了第五个女排世界杯
冠军，第十次荣膺世界排球“三
大赛”冠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
爱国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习近平指出，本届女排世界
杯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你
们，每一场比赛都有亿万人民为
你们加油。38年前，中国女排首
夺世界冠军时，举国上下心潮澎
湃，亿万观众热泪盈眶。中国女
排“五连冠”，万人空巷看女排。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
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
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
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
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
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
代最强音。平凡孕育着伟大。
你们天天坚持训练，咬牙克服伤

病，默默承受挫折，特别在低谷
时仍有一批人默默工作、不计回
报。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人，才
有了中国女排今天的成绩。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
都强起来。实现体育强国目标，
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
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
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
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坚持举国体
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不忘初
心，持之以恒，努力开创新时代
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希望中
国女排继续加油、再接再厉，期
待你们在东京奥运会取得优异

成绩。
2019年女排世界杯9月14

日至29日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
取得十一连胜的优异成绩，成功
卫冕世界杯冠军。受到接见并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中国女排队
员、教练员们倍感振奋。大家表
示，在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
际，总书记的关心是对中国女排
的莫大鼓励。一定要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不骄不躁、再接再厉，
保持昂扬斗志、不断拼搏奋斗，
争创新的更加优异的成绩。

丁薛祥、孙春兰和国家体育
总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团结是铁 团结是钢 团结就是力量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族

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
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成一
往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历
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我们坚信，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创造了新中国70年
伟大成就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将书写出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指出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