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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新闻程新征 ·

（上接第一版） 今天，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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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
信，只要 13 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梦想精
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志们！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
有这样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的底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
量！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
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
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各位代表！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更加
自信自尊自强。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东方大国朝气
蓬勃、气象万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奇迹正在中华大地上不
断涌现。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
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
良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
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把蓝图变为现
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路虽然还很长，但时间不等人，
容不得有半点懈怠。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逸、
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我们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紧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

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
大对外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
来。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确保人民享有
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实的民主权利，让社会主义
民主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
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
示出来。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来。

我们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不断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加快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
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推动人民军队切实担
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
事，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
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强香港、澳门
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
定。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同台湾
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
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在这个
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
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中
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
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
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
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各位代表！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中国人民历

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
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密切关注和无私帮助
仍然生活在战火、动荡、饥饿、贫困中的有关国家的人
民，始终愿意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
国人民这个愿望是真诚的，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
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只有那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
人，才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胁。对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
与发展作贡献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任何人都不应该误
读，更不应该曲解。人间自有公道在！

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
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
将继续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
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将
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
合作，让中国改革发展造福人类。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阳光普照世界！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
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
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

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
象，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
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
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各位代表！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近 70 年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茁壮成
长，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
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

我 们 要 乘 着 新 时 代 的 浩 荡 东 风 ， 加 满 油 ， 把 稳
舵，鼓足劲，让承载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
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
的明天！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人民日报社论

“我将一如既往，忠实履行宪法
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勤勉工作，赤
诚奉献，做人民的勤务员，接受人民
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
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这是重若千钧的庄严宣示，这是
扬帆远航的豪迈出征！

20 日上午 9 时 25 分，北京人民
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
幕会。历史，再一次在这里定格——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全场人民代表鞠
躬致意，掌声经久不息。

随即，他向近 3000 名人民代表、
向全国各族人民发表重要讲话——

“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有这样伟
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
样 的 伟 大 民 族 精 神 ， 是 我 们 的 骄
傲”⋯⋯

赤子心，赤子情。习近平浑厚有
力的话语，宣示着神圣的责任担当，
彰显了真挚的人民情怀，展现出无比
自信的豪情壮志。

3 天前，习近平以全票当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掌
舵中华巨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开启奋进新时代的新航程。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二字，习近平始终念兹在兹。

2012 年 11 月 15 日，新当选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
面时 1500 余字的演讲，19 次提到

“人民”。
2017 年 10 月 25 日，再次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这样强调：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
人民。

“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
中国人民书写的！”在迈入新时代的
今天，习近平的讲话俯仰古今、大开
大阖，纵览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辉煌
历史，彰显出伟大中国人民的自信自
尊自强，宣示着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
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
精神。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
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
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
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
的人民。”

穹顶璀璨，群星闪耀。习近平声
若洪钟的讲话，回荡在人民大会堂，
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这是一场新长征——党的十九
大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但把蓝图变为现实，路

还很长。
习近平告诫：“时间不等人，容

不得有半点懈怠。”“我们决不能安于
现状、贪图安逸、乐而忘忧，必须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作为祖国北疆鄂伦春族聚居
地，我们的一些贫困村在脱贫攻坚战
中已经整体脱贫了，但还要向着更富
足的小康生活而努力。”来自黑龙江
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的张慧代表
说，奋斗的步伐永不停滞，才能在时
代大潮中实现新梦想、创造新奇迹。

这是一次总动员——适应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5 年前两会上，习近平就在这里
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年后，习近平再次宣示：今天，中
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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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
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
设者。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
梦想的步伐！”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朝着到本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
目标，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采取更大的力度、更

实的措施。
坚定的目光，雄浑的声音，激荡

着澎湃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种矢志不渝的担当——中

国共产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
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
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主心骨！

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信念——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
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我们伟大
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
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这是一份兼济天下的情怀——中
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历
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
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愿让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
国家才有力量。”

“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
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
载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
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
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不到 5000 字的讲话，21 次如雷
掌声。习近平铿锵有力的话语，久久
回响在人民大会堂。

伟大的人民不负伟大的时代，伟
大的梦想引领伟大的事业。

步出会场，海南省三亚市长阿东

代表心情澎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最好的纪念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拿出更大决心
和力度，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
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主席说的，万众一心
向前进。”在江苏从事企业工作的徐镜
人代表说，每个人、每家企业都要奋斗
新时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春风浩荡，红旗招展。
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

参观者络绎不绝。河北秦皇岛市民于
桂山走出“复兴之路”展厅，难掩心
中的激动，“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
民族精神。我们为祖国建设取得的伟
大成就无比自豪，对国家的未来更加
充满信心！”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岁月为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

砥砺向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13 亿多中国
人民必将在共同奋斗中开创更加辉煌的
未来！

（记者 张旭东 刘华 林晖 郁
琼源 侯丽军 许晟）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万众一心向前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讲话侧记

新华社记者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人大代表信心满满地步出会场。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伟大的历史，由人民共同书写；伟大
的时代，是人民共同创造；伟大的梦想，
靠人民共同完成。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
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民族精神，全面部署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大
政方针，以对人民的一往深情、对国家的
坚定信心、对未来的高远擘画，唤起亿万
人民共同奋斗、共圆梦想的豪迈激情，宣
示了一个人民政党、一位人民领袖永远不
变的赤子之心。人民大会堂会场里一遍遍
响起热烈的掌声，960 多万平方公里大地
上再次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5000 多年灿烂文明，170 多年不屈抗
争，近 70 年高歌行进，是什么给了一个
民族取之不尽的动力，是什么给了一个国
家绝处逢生的支撑？是伟大的人民，是伟
大的民族，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
育、继承与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我们
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刻指出，是
人民辛勤劳作、发明创造，推动我国今天
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是人民革故鼎新、
自强不息，创造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
是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缔造了今天
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是人民心怀梦
想、不懈追求，让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
大梦想精神，我们就有了发展进步的强大
精神动力，就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人民”二字鲜
明醒目、力重千钧，激荡时空的声音，宣
示了不变的执政理念，传递了不变的人民
情怀。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所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念所在，是
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所在。虚
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我们才能形成勇往直
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与人民心心
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的党才会永远走在时
代前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
壮阔的征程在我们脚下展开。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
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让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
示出来，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
来，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
出来，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
出来。激发蕴藏于人民中的伟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就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国家有这样的掌舵者，人民有这样的领
路人，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祖国大地春意盎然，中华民族呈现出生机
勃勃的复兴气象。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加满油，把稳舵，鼓足
劲，推动承载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劈波斩浪、扬
帆远航，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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