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庆假期，很多人在感叹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巨大发展成就的时

候，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出一句话：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创业艰难百战多。”新中国70年

走过的历程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

斗史诗。从建设新中国到奋进新时

代，多少刻骨铭心的奋斗故事贯穿其

中。70年的沧桑巨变、改天换地，生

动诠释了全党全军对“天道酬勤、奋

斗必胜”的理解和共鸣。也难怪有媒

体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奋

斗”，“勤劳革命”是解读中国发展的

重要密码。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新胜利也

要通过奋斗得来。军人生来为打赢。

然而，胜利之路决不是轻轻松松就能

开辟出来的，必须经过血与火、苦和

累、生与死的考验拼搏出来。唯有知

重负重、担当作为，刻苦钻研、严格训

练，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

平是人民军队之责。革命军人要履

行好神圣使命，就要永远奋斗，把

小我融入大我，与祖国共前进、与

时代齐发展，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

辉业绩。

新时代更需要奋斗
■亓秉文

本报讯 纪春鹏、特约通讯员王亚
平报道：10月 5日，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
结合节日战备检查，组织多个基层分队
展开应急拉动，官兵精神饱满，展现了过
硬的战斗素质。该基地充分发挥受阅人
员的辐射带动作用，组织他们宣讲参训
和受阅体会，激发了全体官兵练兵备战
热情。
“这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

次参加国庆阅兵，接受党和人民的检
阅。我们既感到莫大光荣，更感到肩上
联战联训联保的千钧重担。”基地领导
介绍说。受阅人员归建后，该基地安排
受阅官兵走上讲台，向战友讲训练故
事、谈受阅体会、话使命责任。
“作为联勤保障部队一员，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将和身边战友一起，以受
阅的标准，苦练专业技能，做新时代的

强军先锋……”在某仓库组织的一场座
谈会上，受阅官兵代表曾毅的发言，引
发官兵强烈共鸣。

阅兵场上获赞誉，联勤保障当尖
兵。基地领导介绍，部队担负受阅任务
后，广大官兵备受鼓舞，怀着强烈的荣誉
感投入本职工作，连续收发物资近 3万
件（套），无一差错。下一步，他们还将结
合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组织受阅人员
宣讲受阅体会，引导基地官兵争当联勤
尖兵，以受阅状态投身备战打仗工作，努
力锤炼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的保
障劲旅。

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

以受阅状态投身联训联保

永葆受阅热情 聚力强军征程

本报讯 牛涛、张震报道：刺杀操虎虎生威、擒
拿格斗刚劲有力、前扑侧倒干净利落……10月 7日，
海军陆战队某旅新兵营内，一场新训课目演示正在
进行，官兵们个个斗志昂扬。

为了给新战士立好规范、当好示范，新训骨干们
在节日期间主动加班加点训练。“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喜悦之情转化为训练场上的澎湃激情，是军
人爱国热情的最好表达。”该旅负责新训工作的领导
介绍，假期接近尾声，他们通过组织课目演示，营造出
谋战思战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新战士的爱国热情
和练兵动力。

基础课目演示刚刚结束，一场步兵班攻击碉堡

行动迅速展开。破障碍、穿火线、攻碉堡……步兵
班精彩的战术动作和勇猛的攻击行动赢得阵阵喝
彩。看到全副武装的新训班长们各种高难度战斗
动作灵活熟练，新战士董烨岚敬佩地说：“我要刻苦
训练，早日成为‘硬核’战士！”

演示结束，排长陈毅带着新战士们展开训练。
他说：“观看国庆阅兵时，看到我们的新型战车隆隆
驶过天安门广场，振奋之情无以言表。这也激励我
要带出更多高素质的战士！”

下图：10月4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战备训练。 戴 可摄

海军陆战队某旅—

新训课目演示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东睿、通讯员王天林报
道：号令声此起彼伏，大国长剑昂首待命。10月 7日
上午，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驾驭某新型导弹战车，
在白山黑水间展开一场火力突击演练。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国庆期间该旅按计划在野
外驻训场展开训练。
“号手就位！”记者循声望去，只见发射三营一

级军士长刘东和战友正在进行模拟战斗发射训
练。几天前，刘东和他的“新伙伴”亮相天安门，光

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赢来阵阵喝彩。“我
们要把本领练到极致。”演练中，虽然汗水浸透了
迷彩服，刘东和战友们却训练热情不减，大家针对
薄弱环节专攻精练。训练结束，他们来不及换下
满是汗渍的迷彩服，便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展开
剖析讨论。

记者了解到，通过梳理总结，该旅官兵在一天
的训练中发现了 3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前期多个训
练难题的攻关也初见成效。

火箭军某旅—

战斗发射训练锤炼实战本领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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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7日电 10 月 4
日至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和波兰六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中国与
六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良好的祝愿。习近平指出，六国是最早
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国家。建
交 70年来，中国同六国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给中国同六国人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双方高层交

往密切，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
文交流丰富多彩。新时代，中国同六国
的关系面临新的更广阔的前景。我高
度重视同六国关系发展，愿同六国元首
共同努力，以建交 70周年为新起点，用
好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机遇，推动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迈
上新台阶。

六国元首一致表示，70 年来，各自
国家同中国的双边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
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取得长足进展和丰
富成果。六国高度赞赏中国在现代化建
设和实现中国梦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

就，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传统友
谊，愿全面加强同中国双边交流与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分别同六国总
理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六
国以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深化政治互
信，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
国－欧盟合作取得更大进展，更好实现
互利多赢。六国总理表示，愿不断提升
与中方务实合作水平，共创双边关系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美好未来。

就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六国元首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六国总理互致贺电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全

体成员：

你们好！看到你们的来信，我想起

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面的情景。得

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生活充实

快乐，我很高兴。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

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历了“一国

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

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

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希望你们

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澳

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励他

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

加美丽。

重阳节就要到了，我祝你们、祝全国

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9年 10月 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在中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月 6 日给澳门街坊总会颐骏
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位老人回信，向他

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并祝全国的老
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你们的
来信，我想起了十年前在澳门同大家见

面的情景。得知你们退休后热心公益事
业、生活充实快乐，我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
你们见证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亲
历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
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由衷的骄傲，
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希
望你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
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的故事，鼓
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
得更加美丽。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2007
年，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
2009 年 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
察澳门期间，曾到中心亲切看望。近
日，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 位老人
给习近平写信，讲述了澳门回归后的
发展变化，表达了深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骄傲的心情、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
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近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
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
织拍摄的6集大型电视纪录片《祖国在召
唤》，经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
官兵表示：人民军队的卓越功勋鼓舞人
心，一代代官兵的昂扬风貌催人奋进，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自觉把个人梦融
入中国梦强军梦，聚焦练兵备战，立足本
职岗位，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第一集《使命》生动刻画了人民军队
在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忠于使命的形象
风采。参加过 3次国庆大阅兵及汶川地

震救援工作的某陆航旅飞行员熊延龙，
在观看纪录片之后感触很深：“片中老兵
王凤和是在战场上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
息的，说起当时的欣喜，老人眼眶湿润
了，这个场景太有感染力了。先辈们浴
血奋战，披肝沥胆，不辱使命。当前，国
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我们肩头责
任依然沉甸甸，要像先辈们那样继续奋
斗。”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保障大队一级
军士长李军考，曾参与片中开头描述的
海上阅兵纪念活动。他说：“看到片中那
轰鸣的战舰驰骋在大海上，我眼睛就发
酸了。扎根军港 30年，我一直坚守在舰

艇工作一线。我为能参加那次阅兵而骄
傲，为我30年的坚守自豪。”

第二集《忠诚》讲述了一代代官兵用
红色基因坚定信念、铸牢军魂，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的感人故事。某信息通
信旅一营连续保持先进 20年，曾荣获集
体一等功，该营战士李盈对这一集中讲
述的老十八军进藏的故事印象深刻，她
说：“这个故事我以前听父亲讲过，这次
片中从前些年的一个旅移防进藏讲起，
几个年代的故事场景相互呼应，生动展
现了一代代革命军人对党忠诚的血脉传
承。”（下转第三版）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强军征程
—大型电视纪录片《祖国在召唤》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 6日给澳门街坊总
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 30位老人回
信，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和勉励，并祝全
国的老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主席饱含深情的回信，在澳
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长者义工组的老人
中间，在澳门养老、社服领域以及社会各
界引发热烈反响。他们感谢习主席对澳
门老年人的关怀和祝福，表示一定多向
澳门青年讲好回归前后的故事，把爱国
爱澳精神传承好，继续做好澳门养老、社
服工作，把好的经验、做法推广到粤港澳
大湾区。

澳门街坊总会颐骏中心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
构。2009年 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视察澳门期间，曾到中心亲切看望。
“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澳

门回归 20周年，我们都很想念习主席，
就提议给习主席写封信。提议之后就
起稿，起稿之后就找代笔，我很幸运就
成为代笔了。”颐骏中心书法老师马腾
开心地说。

马腾说，读了习主席的回信感受很
深，因为这 10年澳门发生了沧桑巨变，
祖国好，澳门更好，祖国强，澳门更强，所
以要更加努力去做好。澳门的老人非常
幸福，医疗、养老都有补贴，住房也有保
障。“我们要把爱国爱澳的精神传下去，

祖国这 70年的发展真的不简单，一定要
让年轻人都知道，都清楚。”

指着10年前习近平到颐骏中心看望
老人的照片，当时在现场的陈雨莲老人
激动地说：“10年过去了，我们又想起给
习主席写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习主席
的回信，真的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她介
绍：“习主席要我们把爱国爱澳的精神传
承下去，我们要以身作则，我的孙女那辈
也在澳门做义工积极为社会服务。”

澳门街坊总会是历史悠久的爱国爱
澳社团，也是澳门最大的社会服务提供者，
有“澳门最大的居委会”之称。街坊总会
理事长吴小丽说，今天是重阳节，迎来了
习主席的回信，特别有意义。（下转第二版）

讲好回归前后故事 传承好爱国爱澳精神
—习近平主席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在澳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