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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2017年10月24日12时8分，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
礼堂璀璨穹辉下，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庄严举
手表决——

大 会 一 致 通 过 关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修 正
案）》 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写在党的旗帜上。顿时，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当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这一
刻，中国标定了历史方位、擘画了发展蓝图、明确了
前行方向。

一天后的 10 月 25 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人民大会堂又一次迎来历史性时刻——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在这里集体亮相。

亮成一片的闪光灯中，穿着深色西装、系着红色
领带的习近平总书记居中站立，自信而坚定。其他常
委分列两侧，面带微笑。这一历史性场景，第一时间
通过电视、网络传遍神州大地，传遍世界。

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这是新时代领航者的自信，这是一个执政党的担

当。
10月27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

体学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成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

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

上海兴业路 76号，法国梧桐掩映下的，是一幢典
型的旧式石库门建筑。这里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入口处拉起一条规范秩序的红色隔离带，即使临
近傍晚停止进场时间，仍陆续有人入场。

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
整个 11 月，参观人数同比增长了 2 倍，宣誓人数同比
增长了60倍。参观者们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
党誓词，领会十九大精神。

在云南工作的王高敏参观完一大会址纪念馆后，
一次买了3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她说，关注十九大
报告和一些政策性的书籍，“是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家，
也关系到我们个人。”

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中
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
自11月5日至11月11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分赴各地。

中央宣讲团所到之处座无虚席。在江苏，可容纳
750人的主会场满座后，工作人员在会场后排增加一排
座位，也全部坐满。在内蒙古党政办公区会议中心，
由于听讲者多，会场新增的座椅都抵到了墙角。

如今，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深入人心、凝聚力量。

在十九大精神引领下，中国开启了新征程。
今天的世界，正经历“400 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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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正如美国 《纽约时报》 所写，中国百年灰暗日子
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使命是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

编者按：
行至岁末，回望来路。中国的 2017年是非凡的一

年。
2017年，是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年，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2017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重大活动。

2017年，中国进一步受到世界认可：塞罕坝林场建
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中国被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称赞为“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

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今日，本报推出“非凡2017”年终系列报道，以8个

整版，记录2017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重大历史时刻，讲
述全球关注的中国故事。

一个大会
与新时代强国方略

本报记者 潘旭涛

100多年前，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
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大胆地预言，未来，世界格

局将进入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时代。到那时，位于太
平洋西岸的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
影响。

100多年后，这一预言变为现实。
2017年10月2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中

国正在创造历史”为题刊文称，在地球的另一端，
刚刚发生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指的是太平洋彼岸
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2017年10月18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个被英国媒体称作

“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个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
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
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思想的价值超越黄金

2017年10月18日，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伟大
时刻。

晨曦细雨中，北京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
上午9时，中共十九大开幕。在万众瞩目中，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阔步走上报告席。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宏亮的声音，响彻万人大礼堂。
近 3 个半小时的报告，会场响起 70 余次热烈的

掌声。
从某种意义上讲，十九大报告堪称新时代“强

国方略”。
全世界都在聆听中共十九大的声音。
十九大报告被译成 10种外语，并专门请来外籍

专家为译文把关。专家们几乎都用“强有力”这个
词语来描述这份报告。

英国 《卫报》 称，篇幅很长的十九大报告，展
现出来的自信和雄心令人瞩目。经过过去 5 年的发
展，各项喜人数据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表明，中国已
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据美国道琼斯全球资讯数据库 Factiva 统计，境
外媒体对中共十九大持续关注。10 月 18 日 9 时—20
日9时，境外关注热度最高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英国广播公司、新加坡《海峡
时报》、韩国《东亚时报》等都对中共这一重大理论
创新进行了密集报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十
九大的最大亮点。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用 8 个“明确”清晰阐明，用 14 项基本
方略具体谋划。

中共十九大期间，美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 《中
国：习近平时代》 首播，解读了习近平领导下的 5
年。主创人员坦言，整部纪录片的核心是，“所有这
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始的力量源泉，就是
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

100 年前，孙中山在 《建国方略》 中写道：“中
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
知也。”思想领航行动，百年后仍是如此。

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系统性地回答了当前中国和世界面
对的问题，以高远的视野、深邃的思考，写下当代
共产党人的时代答卷。

“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黄金。”读过近期出版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后，南非公职和行政事
务部部长费丝·穆坦比赞不绝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睿智深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
界勾勒出了未来发展轨迹。”

一本书的价值为何超越黄金？因为它凝结了习
近平长期以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过去 5 年，习近平到基层考察调研 50 多次，走
过最崎岖的山路，去过最贫困的地方，倾听民情民
意，深入调查研究。

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是贵州团代表。贵州
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10月19日上午，当习近
平在贵州团讨论会场坐下后，一开始，大家并不知
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走。意外的是，习近平与代表
谈起了“食品”“白酒”和“旅游”。这些都是当地
人增收的手段。

媒体对这一场景的详细报道，在互联网上获得
很高的点击量和点赞数。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划时代的实践创新和理论
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由此抵达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强国崛起。”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 3 天，法国

《世界报》 罕见地用 6个中文大字作为头
版头条的标题，并用8块专版介绍即将进
入“十九大时间”的中国。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
子。”

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
了。”

苏醒的中国，要变成一个强国。
十九大报告中，“强国”一词提了 23

次。除了从宏观上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外，还提
出“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文
化强国”“人才强国”等一系列具体目标。

强国有目标，更有战略步骤。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 2020 年到本世

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
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
础上，再奋斗 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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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
习近平作了长达 3 个多小时的报告，激情
洋溢地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多次提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了今后

约30年的国家蓝图。
世界关注中国，也关心一个强起来的

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助理校长劳里·皮尔西正在
忙着出差。但是这位远在南半球的学者，
仍然会抽出时间认真研究十九大报告。

“一个强大的、自信的中国会为世界带来
更多机遇。”劳里·皮尔西说。

秘鲁阿普拉党国际关系书记莫里斯
说，中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成功的发展
模式，为拉美国家树立了榜样。我们希望

和中国一起共同建设幸福美丽的世界。
委内瑞拉发展和新兴经济高级研究

中心主任安德烈娜·塔拉松说，中国正以
越来越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成为推动全球化、
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
力量。

世界关注中国，更关心一个强起来的
中国，会不会走上“国强必霸”之路？

习近平曾说，中国“是一只和平的、
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做一只“和平的
狮子”，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强调中国始终
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和平的狮子已经醒了

照片说明：
①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② 10 月 23 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外国记者进

行现场连线报道。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③ 10 月 31 日，在安徽省阜阳新华书店内，市民

在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专柜阅读选购图书。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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