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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10月1日，第一面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

着朝阳出发，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凯歌

行进，把一个又一个胜利写在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

70年后，迎着又一个10月1日的

晨曦，新长征路上的人民共和国，重整

行装再出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历史性时刻，近14亿中华儿女满怀喜

悦和豪情，共庆人民共和国华诞，共享

伟大祖国荣光！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记录走过

的足迹，写下历史的华章。新中国成

立70年来，中国大地沧海桑田，我们伟

大祖国的面貌、伟大人民的面貌、中华

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

化。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筚路蓝缕的创

业征程，掀起气壮山河的建设浪潮，闯

出波澜壮阔的改革之路，张开拥抱世

界的开放胸怀，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今天，曾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

将迈入全面小康；曾经一穷二白的中

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曾经积贫积

弱的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的：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

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

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

桑。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充满着

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

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无论是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

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1949－2019，这一部感天动地的

奋斗史诗，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

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历史使命。近百年来，无论是

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

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

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新中国70年巨变的根本原因，70年历

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前进道路

上，这个立志于千秋伟业的人民政党，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始终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是

复兴征程上的坚强领导核心。

1949－2019，这一部感天动地的

奋斗史诗，彰显了亿万人民的奋斗与

豪情。“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

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亿万人胼

手胝足的勤劳奋斗，成为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无数人奋勇向前

的铿锵步履，汇成新中国70年发展壮

大的雄浑乐章。今天，中国人民拥有

的一切，都是拼搏奋斗干出来的，凝聚

着追梦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奋斗者

的辛勤汗水。依靠人民的支持和信

任，“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书写了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

业绩。有创造历史的激情，有实现梦

想的能力，有续写奇迹的信心，亿万人

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我们的

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949－2019，这一部感天动地的

奋斗史诗，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成功与辉煌。在新中国70年的持续

探索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

伟大实践中，我们开创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治理中

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容易，但我们交出

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

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

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

的破产。70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示出强

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今天，我们

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的理论不断

发展、我们的制度日趋成熟、我们的文

化持续繁荣。历史必将证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引领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一个积

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靠的不是对外扩张和

殖民掠夺，而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

之路。70年来，中国专注于“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

路。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30%，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更以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

出一个大国担当、开放的胸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

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

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

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

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

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复兴伟力不

可阻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

于关键时期，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展望未

来，决胜全面小康、开启强国征程，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对历史最好的致

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

握，就是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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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两个维护”，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长征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福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复兴！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奋斗的史诗 复兴的伟力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王启民，大庆“新铁人”，“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他为石油而生。是他，挑战油田开发
极限，推动大庆油田连续 27年年产原油
5000万吨以上，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
奇迹，为祖国建设、发展源源不断地“加油”。

1970年，王启民和试验组一行在油田
中区西部开辟试验区。“有的井含水量上
升，得赶快想办法。当父亲的干啥，就是给

孩子治病啊。”他把油井当作自己的孩子。
吃、住、办公几乎都在现场，王启民和

团队坚持了 10年。3000多个日夜，他们
白天跑井，晚上做分析，和无言的地层“沟
通”，终于绘制出了大庆油田第一张高含
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揭示了油田各个
含水期的基本规律，发展形成了“六分四
清”分层开采调整控制技术。1976年，大
庆油田年产原油攀上5000万吨。

为接续高产稳产，王启民又把目光
瞄向了表外储层，这是被国内外学界认
定为“废弃物”的油层。在质疑声中，一
次次失败、一次次纠错、一次次再来……
王启民带队对 1500多口井逐一分析，对
4个试验区 45口井进行试油试采，终于
找到了开发表外储层的“金钥匙”。这项
技术使得大庆油田新增地质储量 7亿多
吨、可采储量2亿吨。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大庆油田主力
油层含水超过 90%。王启民坐不住了，
带队开展“稳油控水”技术攻关，使 3年
含水上升不超过 1%。到 2002 年，大庆
油田实现了连续 27年年 5000万吨以上
的高产稳产。
“要有铁人的‘拼’，‘十年磨一剑’的

‘傻’，向各种人物、事物学习的‘智’。”这
是王启民自创、秉持的新“三字经”。从
23岁北上来到大庆油田，王启民奋战在
这片热土，整整60年。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30日电 记

者闫睿）

王启民：一生为祖国“加油”

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
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
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
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
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 10
月，来自全国 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
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

大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 2.5万多民
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
拉开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
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
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
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
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

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 558

家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
了 2万多台设备，组成了 500多条生产作
业线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
型——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
7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
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
试验的基础上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
设，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
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
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
鄂西北的十堰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
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
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
的现代化汽车城！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崇山深处汽车城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里陈列着
一面锦旗，上面绣着 8个字——“辨法
析理，胜败皆服”。这是某次案件败诉
方送给时任该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宋鱼水的“礼物”。从事法律工作 30余

年来，她所审结的案件无一因裁判不公
被投诉或举报；她所经手的案件，调解
率达 70%以上。她现任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

在案件审理中，宋鱼水对自己“约法
三章”：第一，不轻视小额案件，因为小额
案件往往涉及百姓生活；第二，公平对待
每一个当事人，本着善良和正义来适用
法律；第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事人，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尊严和利益。

在经济审判庭任职期间，宋鱼水
审理案件千余件。无论案件标价几百
元还是几千万元，她都一视同仁认真
对待。

2002年，宋鱼水调任该院知识产权
审判庭庭长。当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发
生了一起“著名学者诉数字图书馆”的

著作权侵权案。当时，数字图书馆还是
新鲜事物，案件的办理不仅影响双方当
事人的利益，还事关中国数字图书馆的
发展方向。宋鱼水认真查阅分析了大
量资料，最终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
益。事后，这一案例获评“全国十大知
识产权案件”。2003年，宋鱼水荣获“中
国法官十杰金法槌奖”。

宋鱼水当选为党的十七、十八、十
九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
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称号，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特约通讯

员丁涛）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宋鱼水：辨法析理 金槌法官

■李克强30日在京会见 41国和国际机构新任驻华使节和代表
■李克强 30日在京会见荣获 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

专家和他们的亲属。韩正参加会见
■王岐山30日在京会见泰国公主诗琳通 （均据新华社）

“呼叫 81192，我是辽宁舰，甲板已
清空，请返航！”“81192收到，我已无法
返航，你们继续前进，重复，你们继续
前进……”今年 4月 1日，一则由网友
制作的动漫《返航》，再度戳中人们的

泪点。
“81192”，是原南海舰队航空兵某

团中队长王伟生前所驾驶的歼-8战机
编号。2001年 4月 1日，王伟在执行对
美军电子侦察机跟踪监视飞行任务
时，为保卫祖国领空，遭美机撞机被迫
跳伞坠海，壮烈牺牲。

随后的 13天里，军民出动搜救人
员 10 余万人次，海军出动舰艇 113 艘
次，飞机 115 架次，在 8万多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反复搜寻坠海飞行员王伟的
行踪。

4 月 14 日，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分
析判断，王伟已无生还可能。4月 15
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鸣笛
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
立默哀。

4 月 24 日，中央军委追授王伟同
志“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
章。4月 26日，王伟的战友、亲人和社
会各界人士聚集南海海滨，举行隆重
的海祭仪式，告慰这名为捍卫祖国主
权而牺牲的英雄飞行员。

在整理王伟遗物时，战友们发现
了一幅由王伟手绘、名为《夙愿》的油
画。画面中，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
载机从航母上起飞。如今，18年过去
了，王伟的夙愿已变成现实：国产航母
游弋大洋，架架舰载机腾空而起，中国
海军走向深蓝……

18年，英雄虽已远去，但国人绝不
会忘记英雄。“呼叫 81192，王伟同志，
请你返航……”

（石枫，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

王 伟：铁血忠魂 永驻海天

“来，咱们合个影吧！”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北
京奥运会的展板前，坦桑尼亚人玛亚姆
搀扶着俄罗斯人库利科娃，共同定格下
最灿烂的笑容。

相隔万里之遥，两位女性因“友谊勋
章”而结缘。9月 29日于人民大会堂举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俄中友好协会第一
副主席库利科娃和坦桑尼亚前总理萨利
姆都获此殊荣。
“友谊勋章”授予为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为国家
最高荣誉。84 岁的库利科娃亲自出席
颁授仪式，玛亚姆则代表父亲萨利姆接
受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北京展览馆，沿着时光的脉络，库
利科娃和玛亚姆走近新中国的光辉历史、

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密码”。展
厅内的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
料，让她们不时驻足停留、点头称道。
“高铁真的速度惊人，去年爸爸妈妈

来中国时坐过，他们赞不绝口！”走到高铁
模型前，玛亚姆迫不及待向旁人介绍道。

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的光辉历程，
许多外国友人既是见证者、亲历者，也是
参与者、支持者。沿着展厅一路参观，库
利科娃和玛亚姆的记忆“穿越”回过去。

1970年，萨利姆结束驻华大使的任期，
担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1971年，第
2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一些非洲国家与会
代表当场起舞，萨利姆便是其中之一。
“那是爸爸！他高兴得都跳了起

来！”模糊的黑白影像资料让玛亚姆兴奋
不已，她在录像屏幕前特地留影，以纪念
这份时光交织的思绪。

库利科娃同样触景生情。作为资深
汉学家的她 1957年参与创建苏中友协，
1960年进入苏联对外友协工作，1989年
当选为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并来华工
作，为发展两国友谊作出杰出贡献。

库利科娃说，她 60多年前初来中国
时，很多地方甚至连电都不通。一路走
来，目睹着新中国奇迹般的发展变化，她
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钦佩不已。

走过 70周年风雨历程，当前中俄关
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中非友谊同样历
久弥新、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我时刻准备着。”已是耄耋之年的

库利科娃用清晰的中文说道，“只要我的
心脏还在跳动、只要我还能呼吸，就会一
直为我热爱的两国友好事业做贡献。我
年岁已高，但一生和你们共同度过。”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记者

王卓伦、成欣、华迪）

让友谊辉映未来
——记“友谊勋章”获得者及代表参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9月30日，某信息通信旅官兵来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身边，聆听老英雄讲述战斗故事。王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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