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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上接第三版）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

伟大的自我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回答！

大道不孤——中国共产
党登高望远、胸怀天下，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时代担当创造美好未来

2021 年 5月 23日，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

暮色中，飞机降落，总统皮涅拉迎上
前去。这是他年内第三次亲赴机场接收中
国产新冠疫苗。

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疫情来
袭，中国紧急驰援，派遣医疗专家组、提
供抗疫物资，在全球范围展开人道主义行
动，携手世界筑起“防疫长城”。

推动抗疫国际合作，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天下大同”“为人类求解放”，当中华
民族赓续数千年的追求向往遇见马克思主
义的人民立场，二者紧密结合，便造就了
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天下情怀，也为这个
世界注入了不一样的精神力量。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
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
访，就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
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
低碳”……

2017年1月，瑞士，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

带着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深入思考，习近平主席用五个“坚持”，
同世界分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
方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超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摒弃
零和博弈、地缘政治思维，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理念首
倡者，更是坚定践行者。

推动构建新型
国 际 关 系 ， 开 拓
国 与 国 交 往 新 路
径——

一个从苦难和
屈辱中走出来的民
族，更懂得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含义与价值。
从倡导对话弥合分歧到谈判化解争

端……中国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
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之路。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上的话坚定有力：中国近代
以后遭遇了100多年的动荡和战火，中国
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
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框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
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广大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
国建交国已增至180个，伙伴关系网络遍
布全球，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新平台——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先
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合作倡议。

短短8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伙伴国家已达140个，“一
带一路”成为这个蓝色星球上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广袤的非洲大陆上，两条铁路有着特
殊的历史地位。

一条是坦赞铁路。
不畏艰难、远渡重洋，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5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非
洲，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这条“自
由之路”，60多名中国专家将生命留在这
里。

一条是蒙内铁路。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之

一，这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
装备建造的现代化铁路，将肯尼亚蒙巴萨
港同首都内罗毕连接起来，构成了东非铁
路大动脉的起始段。铁路沿线设置多处桥
梁式野生动物通道，五六米高的长颈鹿不
低头就能顺利通过。

两条铁路，穿越时空；中国共产党人
的天下情怀，一以贯之。

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越发
展，越能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越能造福
全人类。

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疫
情背景下，一个个国家级展会相继举行，
敞开怀抱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快
车”，彰显开放自信与大国担当。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

2015年 10月 12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
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

“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
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
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
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不当旁观者、跟随者，要做参与者、
引领者。

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到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
票权跃居第三位，到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
已从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通参与者转变为公
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变革的“发动机”；

从积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
定》，到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坚定致力全球
环境治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在国内，写入党章、宪法；国际上，

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决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已成为中国的坚实行动，显示出强大的
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西班牙历史学家普列托评价：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推动各国的和平发展与
合作，实现互惠互利，抛弃敌对好斗的思
维以及使人类一再陷入对抗与战争的过时
模式。

百年沧桑，百年见证。以历史的长镜
头来观察，更能深切体会这100年来中华
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跋涉与执着。随着不
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必将对人类做
出更大贡献。

千秋伟业——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中
华儿女必将书写出新的传奇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
的深意；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
兴有深切的渴望。

1932年11月，上海《东方杂志》向社
会提问：“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

当时，多数国人不会想到，距离上海
不到1000公里的江西瑞金，一个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名的红色政权已经建
立。

第一部由人民政权颁布的宪法、第一
部倡导男女平等的婚姻法、土地国有、实
行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成立10多年的中
国共产党，以超越时代的雄心气魄，进行

着美好社会的“伟大预演”。
百转千回，是怎样的苦难辉煌？！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

天安门广场升起。
消息传到重庆渣滓洞，江竹筠和难友

们憧憬着那个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崭新国家，凭想象在被面上绣出一面五星
红旗。

那时，倒在曙光前的英烈们不会想到，
70多年后，五星红旗被中国人带到距地球
3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带到38万公里外
的月球，带上3.2亿公里外的火星……成立
100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抵达前
所未有的高度。

斗转星移，如何不令人感慨万千？！
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

0001号文物，是一个森然兀立的绞刑架。
1927 年 4月，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

袍、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
以这样悲壮的方式，这位中国共产党

主要创始人，肩住黑暗的闸门，告诉世
人：“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
面前。”

2012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
博，驻足于一幅幅历史画卷，点明近代以
来的民族奋斗目标：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致力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一个
扛着民族复兴重任的政党，只会把里程碑
当作新的起点。

这是何等的辽阔视野？！
2019年3月，意大利罗马，习近平总

书记这样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时间观：“我
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两千多年前，与这座西方“永恒之
城”交相辉映的，正是东方的“盛世长
安”。

如今，又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由东方延
伸开去，在百年变局的大潮中将世界紧密
相连。

试看今日，“北斗”定位、“天眼”巡
天、“祝融”探火、“嫦娥”奔月、“悟空”
遨游、“蛟龙”入海……星辰大海的征途，
闪耀着中华民族的荣光。

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
人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
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河北白洋淀，荷花绽放，芦苇摇曳。
80多年前，共产党人带领水村猎户组

成“雁翎队”，划着打水禽用的“鹰排”，
扛着土造武器“大抬杆”，书写了一段抗日
救国的传奇。

如今的白洋淀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
在一张白纸上规划缔造一座未来之城——
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使命的雄安
新区。

当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放缓节奏，这
里却没有一天暂停——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200多个建筑工地，每天18万多名建
设者不分昼夜作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建
筑工地。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间不等
人！历史不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时间的紧迫感、对使命的紧迫感。

同样在白洋淀边，江汉之水，过巴
山、走中原、穿黄河、依太行，奔流上千
公里，入华北、进北京。

放眼上下5000年民族奋斗史，南水北
调，以远超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超越
京杭大运河的气魄，编织“四横三纵”的
国家水网，展开“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
又一个世纪画卷”。

眼光再转向西南，世界屋脊。
川藏铁路建设正在穿山跨江。从成都

平原出发，跨越“七江八山”，经历“六起
六伏”，急剧攀升最高至海拔4000多米，
又一条钢铁天路通向雪域高原。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天堑通
途、高峡平湖，到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
发展新战略；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
电东送、青藏铁路四大工程，到京津冀、
粤港澳、长三角三大新增长极……誓把山
河重安排！

这是何等的宏大气魄？！
跨越百年、逐梦千秋，过去、现在、

未来，从未如此紧密相连。
珠江口西岸，中山市翠亨新区，孙中

山故乡。
2021年6月17日，高达270米的深中

通道伶仃洋大桥东索塔封顶，这里将建成
全球最高跨海大桥。到2024年，全长24
公里的深中通道正式通车后，两座城市的
车程仅需20分钟。

一座是以近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命名的
城市，一座是中国共产党一手缔造的城
市，从中山通往深圳，仿佛某种隐喻。

100多年前，这位最早喊出“振兴中
华”的先行者，在《建国方略》中谋划了
中国现代化的蓝图。然而，只是一个美好
的畅想……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写就百年的史
诗，并把成立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新的征
程的起点”，奔向又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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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迈向未来，那激昂的旋律再次
在神州大地上传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
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
国走向光明……”

（记者 赵承 张旭东 邹伟 刘华 韩洁
林晖 朱基钗 熊争艳 施雨岑 刘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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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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