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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耸立。70 年前
毛泽东主席撰写、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碑文镌刻在此——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
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
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
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
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
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诵读碑文，人们依然深切感受到字里行间

激荡着中华民族的英风浩气。新中国成立 70年，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
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这辉煌灿烂的70年里，又何尝不是“人间一股英雄
气，在驰骋纵横”？这样的精气神，流淌在获得“共和国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英雄人物、受到表彰的“最美
奋斗者”的血脉中，也流淌在 70年来为新中国日益走
向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的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
人心灵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能忘记”，
一个最朴素而又最厚重的词语。正因不忘初心，所以
矢志不渝；正因不忘本来，所以志向高远。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国人
不会忘记，中华民族是从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中
走来。在那时光的隧道里，有盘古的传说、有神农
的百草、有孔子周游的车辙、有唐诗宋词的文采风
流、有长江长城的雄奇壮美……古人为中华民族留
下了连绵不绝的史诗，中国人的梦想，就是不断续
写祖祖辈辈的荣光。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中国人
不会忘记，中华民族是从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中走
来。在那苦难的记忆里，有长江上的外国军舰、有
圆明园的冲天火光、有北洋水师的折戟沉沙、有巴
黎和会的刀俎鱼肉、有抗战到底的铁血、有抗击霸
权的勇毅……落后就要挨打，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
历史教训，中国人知耻而后勇，踏上奋起直追、寻
求复兴的征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不
会忘记，中华民族是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强
自立自主的奋斗史中走来。在这峥嵘的岁月里，有嘉
兴南湖的红船、有长征路上的草鞋、有延安窑洞的灯
火、有开国大典的欢呼、有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有改
革开放的气象万千、有香港回归的笑语欢歌、有北京
奥运的战鼓声声、有“神舟”与“天宫”在浩瀚宇宙的轻
灵对接、有港珠澳大桥在浩渺大海的凌波飞渡……就
在国庆前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凤凰展
翅”，引吭高歌，成为中国人在新时代里砥砺奋进、不

断前行的绝佳象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一部中共党史、

一部新中国史里，中国人民读出了自己的结论——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一条全新的道
路，一条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中国历史智慧的新
路，也是一条中国不断走向未来、开创未来的康庄
大道！

站在新中国成立 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华
民族的过去，中国人应该自豪。70 年的波澜壮阔，
正是中国人民创造的无愧历史的新史诗。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
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国人更应该自信。70年后
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接续奋斗，中国人民必将
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9 月 25 日电 凤 凰 展
翅，逐梦蓝天。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 25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
式，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并巡览航站楼，
代表党中央向参与机场建设和运营的广
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
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
务，顺利投入运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
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
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新中国 70 年何等
辉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奇迹是干出来
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续奋斗，
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
中国一定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45分，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
丰台区的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草桥站，
考察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情况和大
兴机场线运营准备情况。连接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和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专线，
一期工程 41 公里已建成投运。草桥站
把地铁站功能和机场值机功能结合起
来，让乘客在地铁站内就能实现国内国
际值机，办理行李安检和托运，实现了
城市交通同机场交通的无缝衔接，极大
便利了广大乘客。

在草桥站进站大厅，习近平结合展

板听取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城市轨
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
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
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市
的有效途径。北京要继续大力发展轨
道交通，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
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始
终保持国际最先进水平，打造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随后，习近平乘坐轨道列车前往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在途中详细询问轨道
列车的设计制造和票价、行李托运、同
其他交通线路衔接等情况。习近平强
调，城市现代化要交通先行，要发挥好
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带动作用，联通京
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北京“四个中
心”、雄安新区建设，服务好京津冀协
同发展。

金秋的北京，秋高气爽，艳阳高
照，阳光洒在古铜色的航站楼顶，闪耀
出熠熠光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犹如一
只金凤凰展翅欲飞。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习近平
首先在综合交通中心听取机场综合交
通体系建设情况介绍。大兴国际机场
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体系，
不仅在机场内部实现了公路、轨道交
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不同运输
方式的立体换乘、无缝衔接，而且在
外部配套建设了五纵两横的交通网
络。目前，大兴机场高速、轨道交通
新机场线、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等已同
步开通。习近平对新机场配套交通设施
建设表示肯定。他指出，建设内外部联
通的综合交通体系，是提高机场运行效
率的关键。要树立先进管理理念，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管理运营智能
化、便利化水平。

（下转第三版）

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并宣布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习近平：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本报北京9月25日电（记者徐隽）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最美奋斗者”评选
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已经逝世的“最美

奋斗者”表示深切的缅怀，向受到表彰的同志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最美奋斗者”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

部等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评选表彰
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这对学习英雄事迹、
培育时代新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
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 （下转第三版）

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王沪宁会见“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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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
命运。新中国 70年辉煌成就证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一条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
幸福之路。这是我们对中国道
路的自信。

70 年 ， 我 们 强 调 不 忘 本
来：党领导人民坚守初心，吸吮
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
累的文化养分，以无比的自信持
续书写民族辉煌。

70 年 ， 我 们 坚 持 吸 收 外
来：中华儿女立足洋为中用，勇
于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先进成
果，不断推进伟大事业。

70 年 ， 我 们 始 终 面 向 未
来：胸怀伟大梦想的中国人民以
非凡勇气、卓越智慧和实干精
神，在追梦路上不断奔跑。

新征程已经开启，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
国人民的共同意志，道路必将越
走越宽广。

望海楼专栏今起推出系列评
论“辉煌中国·道路篇”，今天刊
发第一篇 《70 年！不忘本来启
新程》。

图为习近平在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草桥站进站大厅，结合展板听取情况介绍。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