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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金风送爽的美好时
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此时此刻，
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
女都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祝贺，为祖国史诗般
的进步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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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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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每个中华儿女都感到无
比自豪！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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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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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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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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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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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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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提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为中国繁荣富强和全国各族

人民幸福安康，
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的友谊和合作，
为在座各位来宾、各位同

志、各位朋友的健康，
干杯！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在庆祝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30日）

习近平

（上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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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丁薛
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
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
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
琨、黄坤明、蔡奇、李瑞环、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
德江、俞正声、宋平、李岚
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
春、贺国强、刘云山、张高
丽、尤权、曹建明、张春贤、
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
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
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
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
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
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
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
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
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高云龙和迟浩田、
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
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刘延东、
李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龙、
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
杜青林、赵洪祝、邹家华、彭珮
云、何鲁丽、许嘉璐、蒋正华、顾
秀莲、热地、乌云其木格、华建

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
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王胜俊、
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
张宝文、梁光烈、常万全、韩杼滨、
贾春旺、宋健、胡启立、王忠禹、李
贵鲜、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
蒙、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
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
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
金华、郑万通、邓朴方、陈宗兴、王
志珍、韩启德、罗富和、李海峰、陈
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春、马培
华、刘晓峰、王钦敏，以及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和傅全有、于永波、
王克、陈炳德、李继耐、乔清晨、靖
志远、赵克石、吴胜利、马晓天，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
世安、候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
市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各界知名人士代表，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将
军、老红军、老干部代表，已故党
和国家领导人、大将的配偶，“共
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代表，在京的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拥军
模范、军烈属、革命伤残军人、退
役军人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部分代表及少数民族代
表，港澳台侨代表出席招待会。

正在北京休养的柬埔寨国王
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友谊勋
章”获得者代表，在京访问的部分
外宾、国际知名人士、著名友好人
士和配偶，各国驻华使节、国际组
织驻华代表和配偶，在华部分外
国专家和配偶也出席了招待会。

（上接第二版）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

60 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
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
前持枪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
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
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70年前的9月30日，人民
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奠
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
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镌刻着中
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
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默哀毕，300 多名少年儿童手
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
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
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 9 个大型
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

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
曲，18 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
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随后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
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
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
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烈
的哀思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
理花篮缎带。

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
雄纪念碑。巍峨的纪念碑，无
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
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
程。碑身上的 10 幅汉白玉浮
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
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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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近 14
亿中国人民传承英烈精神，正
意气风发地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
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
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

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今天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
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
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
和烈士亲属代表，“共和国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全
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
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敬献花篮仪
式。

敬献花篮仪式前，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领导同志来到
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内，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
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
士敬献的花篮摆放在毛泽东同志
坐像正前方。习近平等向毛泽东
同志坐像三鞠躬，随后来到瞻仰
厅，瞻仰毛泽东同志遗容，表达
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深切缅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70周年招待会隆重举行周年招待会隆重举行

本 报 北 京 9 月 30 日 讯
（记者 焦新） 今天，教育部
在部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升 国 旗 仪
式。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

宝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
军、翁铁慧、郑富芝出席。仪式
由田学军主持。部机关司局、直
属单位负责同志及直属机关党员
干部代表共300余人参加。

本次升国旗仪式是教育部直
属机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系列
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继“歌颂伟
大祖国 唱响奋进之歌”歌咏活

动的又一次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出席部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
代表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
为伟大祖国母亲献上最美好的祝
福。

教育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国旗仪式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图① 9 月 30 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第一幼儿园的师生开展“喜迎
国庆 祝福祖国”活动，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和热爱。

何江华 摄

图②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八里小学开展“我是小小追梦人”主题
实践体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从小立下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与祖国发展同心同向的理想和志向，努力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喜
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蒯创 摄

图③ 9 月 30 日，河南省温县西关小学举行“我爱你 中国”主题合
唱比赛和快闪活动，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徐宏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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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