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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新華社發表長篇述評 縱論習近平引領新時代變革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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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歷史的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第
一一
一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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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神力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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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
主義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開闢出成功道
月 8一
日在北
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路，使新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京召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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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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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光明前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時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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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決議稿已徵求黨內外人士意見
長期奮鬥歷程中，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
今年 10 月 18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
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
月 8 日至
日在北
據了解，這次全會前，決議稿已在中共黨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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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革命、建設、改革取得
京召開。這次會議還決定將《中共中央關於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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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稿提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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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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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中共十八大以
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
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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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屆六中全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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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積累了新的寶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
貴經驗，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機活
分肯定，一致贊成決議稿的框架結構和主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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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忠實踐行初心使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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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黨心軍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奮，中國國際地位日
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繪就了人類發展史上波瀾壯闊
容，認為決議稿實事求是、尊重歷史、主題鮮
益鞏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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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壯美畫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飽受奴役和欺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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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
國人民站立起來，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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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在京召開
全面總結黨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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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六中全會

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新時代
變革性實踐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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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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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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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前進
繼續前進。
。新時代中國領航人以前所

未有的勇毅和豪情向世界、
未有的勇毅和豪情向世界
、向未來宣告
向未來宣告：
：
「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
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
偉大飛躍
，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
轉的歷史進程！」
轉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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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洪流奔湧向前，總是一浪高過一浪。
2012 年 11 月 15 日，剛剛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
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新一屆中央政
治局常委記者見面時莊嚴宣示，新的壯闊征程就此啟
航。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
力奮鬥」！
100 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
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
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在 100 年的史詩中，黨的十八大以來這 9 年是怎樣的
一段華彩？！之於民族復興有着怎樣的深遠意義？！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 9 年—在我國
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大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把握發展大勢、引領時代潮
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一系列原創性思
想、變革性實踐、標誌性成就，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這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交匯的9年—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億萬人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乘勢而
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民族復興按下「快進鍵」，跑出
「加速度」。
這是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 9 年—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
成就、積累了新的寶貴經驗，黨心軍心民心空前凝聚振
奮，我國國際地位日益鞏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
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九年風雷激盪，鑄就世紀偉業。

鍛造領航復興領導力
2021年9月13日，正在陝西榆林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
來到楊家溝革命舊址。
7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在這個小山溝進駐了
120天，毛澤東同志在這裏寫下40餘篇文獻及80餘封電
文稿，指揮全國解放戰爭。
隨着電台的電波，「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從陝北
窯洞飛向大江南北，全黨全軍都無條件執行「嘀嗒、嘀
嗒」的命令，摧枯拉朽、克敵制勝。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撫今追昔，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始終堅持和
完善黨的領導，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
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
作用。」
滄桑巨變，大道如砥。
從戰爭年代確立「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的根
本原則，到建設時期強調「工、農、商、學、兵、政、
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再到改革開放後堅
持「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始終是黨和國家事業興
旺發達的「定海神針」。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這是一份歷史昭示的清醒自信，更是一份
面向未來的責任擔當。
2015年1月16日，中南海懷仁堂，一個重要會議開了
整整一天。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
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5家黨組的工作匯報。
此後每年年初，這樣的匯報都會舉行一次，成為堅持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制度安排。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
鮮明、立場堅定，將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作為治國
理政的最根本原則，一改一段時期黨的領導淡化弱化虛
化邊緣化問題，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
將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
特徵」載入黨章和憲法；
在黨中央組建一系列頂層機構，全面加強黨對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財經、外事、國家安全、網信
等重大工作的領導；
將黨的領導貫徹和融入到意識形態、國有企業治理、
高校領導體制、群團組織建設等各領域各方面工作之
中……
一系列基礎性、創制性、戰略性舉措，使黨中央真正
成為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
局分明。全黨上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
無有留難」，這正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力量。
全黨有核心，黨中央才有權威，黨和國家才有力量。
馬克思指出，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
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
縱觀百年黨史，從長征途中的命懸一線到十年內亂後
的何去何從，每當緊迫形勢、緊要關頭、嚴峻考驗，都
會形成對「領導核心」的迫切期待、強烈共識，都會有
「這樣的人物」應運而生、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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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習近平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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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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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階段、世界
百年變局加速演變動盪，「四大考驗」嚴峻複雜，「四
種危險」尖銳深刻，黨和國家事業又到了一個興衰成敗
的重要關口。
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
開拓進取，革故鼎新、勵精圖治，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
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
的大事。
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中，習近平
總書記眾望所歸、當之無愧地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
的核心。2016 年 10 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明確
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成熟核心的誕生，總是伴隨着思想理論的飛躍。
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主
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
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從
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
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2017 年 10 月，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一同載入黨
章，寫在黨的旗幟上。
這是歷史和人民的共同選擇、鄭重選擇、必然選擇，
是黨和國家之幸、人民之幸、中華民族之幸。
打最硬的鐵，須是鐵打的人。
面對一度越演越烈的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
億」的勇氣和決絕，作出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抉擇。
據統計，十八屆黨中央 5 年間，立案審查省軍級以上
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達 440 人，其中十八屆中央委
員、候補中央委員43人，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
人數比例超過11%；黨的十八大以來至今，已有超過90
萬名黨員被清除出黨。
中國共產黨更加純潔清正、更加堅強有力、更加生機
勃勃，黨同人民血肉相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達到空前
的團結和統一。
國際權威機構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表明，中國共產黨
和政府的支持率高達95%，居世界各國之首。
強體魄於自我革命，開新局於社會革命。
一個風華正茂的世界最大執政黨，踐行初心、擔當使
命，始終站在時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堅克難最前沿、
站在最廣大人民之中，必將引領億萬人民在復興征程上
風雨無阻、一往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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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經濟發展新格局
長江、黃河，中華民族母親河，中國經濟大動脈。
治國先治水。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
好」，留下「高峽出平湖」夙願。
幾十年激流勇進，長江和黃河流域省份經濟總量在全國佔比超過七
成。
2016 年新年伊始，沿線地區熱盼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在重慶
召開。
「今天可能要讓你們失望了，這次討論的不是發展問題，而是保護的
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開門見山，許多參會人員感覺「好像是潑了一盆
冷水」。
走遍長江和黃河上中下游，先後破題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
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為國家的「江河戰略」確立了生態優
先、綠色發展的鮮明定位。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從大開發到大保護，從高速增長到穩中求進，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
升，中國經濟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這是立足新發展階段的戰略抉擇。
2012 年，中國經濟增速創下新世紀以來最低值。面對海外唱衰論調，
習近平總書記不為所動：「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內支撐條件深刻變化，中國經濟走到轉軌
關口。
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全
面闡述了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徵趨勢。
順應大勢，方可乘勢而進。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
告一錘定音。
這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戰略定力。新發展理念是指揮棒，也是信號
燈。
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些地方開始動鋪攤子上項目、以犧牲環境換
取經濟增長念頭時，習近平總書記態度堅決：「要保持加強生態環境保
護建設的定力，不動搖、不鬆勁、不開口子。」
當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時，中國開放的大
門卻越開越大，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推動互
利共贏。
當事關民生大事的房地產業出現調控放鬆苗頭時，牢牢確立房子是用
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
「全黨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信念
堅定。
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升級。
11 月 4 日，第四屆進博會拉開大幕，簽約參展的世界 500 強和行業龍
頭企業數量超過上屆，中國市場的磁力更加強大；今年外貿保持兩位數
高增長，遠超市場預期……
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從主要依靠外需到不斷擴大內需，中國經濟
一方面同世界經濟的聯繫更加緊密，一方面具備了暢通內循環的必要條
件。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客觀經濟規律，作出重大決
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
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確保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這是未雨綢繆，更顯強大自信。
有了這樣的自信，中國經濟勇於迎難而上，不畏個別國家遏制打壓，
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敢於頂住壓力，更好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由
負轉正……
山高路遠，但見風光無限。
百年前，戰亂頻仍的中國經濟一片凋敝，步履維艱。新中國成立後，
有的資本家妄稱「共產黨軍事一百分，經濟只能得零分」。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起步，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躍上 100 萬億元台階，人均 GDP 跨過 1 萬
美元大關，創造了一個個東方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航中國超級經濟巨
輪成功轉向高質量發展新航道，構建新發展格局，面貌一新、氣質一
新、底色一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乘風破浪駛向經濟強國的彼岸。

再造
「中國之治」
新優勢
「如果選擇一項中國共產黨最厲害的經驗傳輸給我的國家，我認為是
治理能力。」
金秋十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九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肯尼亞學者丹尼
爾感慨於中國的疫情防控，「我想像不出任何一個國家能取得中國這樣
的成效」。
2020 年，突如其來的抗疫鬥爭，全黨全國上下齊心風雨同舟，取得疫
情防控阻擊戰重大戰略成果；
錯綜複雜的香港問題，處變不驚，迅速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掀
開「東方之珠」新的一頁……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習近平
總書記對制度進行着深刻思考。
作為我國的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土地上一經扎根，就顯現
出蓬勃的生命力；同時，也在實踐探索中完善和發展。
2019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引領「中國之治」的征途中，再次寫下新
的篇章—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作出決定。
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
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覆蓋 13
個方面的制度，構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圖譜，奠定「中國之治」
的制度基石。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9年來，從「中國之制」邁向「中國之治」，始終立足中國國情。
2021年3月1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習近平總書記和2,000多名出席會議的人大代表，鄭重按下表決器。會
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全國人大組織法的決定、關於修改全國人大議事規
則的決定。
「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發人深省、指引未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
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事關全局的重大制
度，真正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
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創新
全方位、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制度……循着習近平總書記的指引，一系列
夯基壘台的長遠制度不斷完備。

9年來，從「中國之制」邁向「中國之治」，始終着眼長治久安。
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
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
推動織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讓美麗中國漸行漸近。
健全有利於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制，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
障體系，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一項項民生制度創新，
透射殷殷深情。
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
領導制度……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確保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引下，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
文明、軍事、外事等各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
構，各方面制度框架基本確立，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
體系日漸成型。
9年來，從「中國之制」邁向「中國之治」，始終堅持公平正義。
2018 年 3 月 11 日，憲法修正案通過；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實施；
2021年10月23日，家庭教育促進法出台……
新時代砥礪奮進，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無不貫穿法治之
力，無不踐行法治之義。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全面依法
治國新時代磅開啟，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
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更加完備穩定管用的制度，護航民族復興
行穩致遠。
「我們已經走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們
沿着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就一定能夠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這是無比的堅定，更是深刻的自覺。

挺起新時代精神脊樑
2021 年 3 月 6 日，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聚英廳，暖意融融，交流熱
烈。
「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
平視這個世界了」。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醫藥衞生
界、教育界委員時的這席話，打動無數國人心。
一語越百年。「平視世界」刷屏的背後，是對「今日之中國，已非昨
日之中國」的歷史喟嘆，是新時代中國人精神崛起的集中寫照。
輝映新時代，中華民族的精神之光競相閃耀。
撤僑緊急關頭，「在你背後有偉大祖國」見證國家價值；扶貧攻堅路
上，「一個都不能掉隊」彰顯公平底色；孟晚舟回國現場，全場高唱
《歌唱祖國》，一個個經典場景，展現中國精神的挺拔。
從「最大留學潮」到「最大海歸潮」，從「品牌就是外國好」到「國
潮」成為新風潮，點滴變化，折射國人自信的回歸。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
回望百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
動轉為主動。
歷數滄桑，黨帶領人民進行的偉大鬥爭經千辛而不敗、越萬難而不
衰，就是因為不斷覺醒、生長的偉大精神在支撐、引領和推動。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
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堅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用更寬廣的胸懷融入和影響世界—史詩般的
征程中，貫穿的是奮發圖強的志氣，是自立自強的國風。
「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
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習近平總書
記道出真諦。
「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澎湃激盪，正是習近平總書記以縱覽古今的
胸懷、遠見卓識的視野、磅厚重的氣度引領、推動和踐行。
凝聚中國精神的靈魂和力量。
立根固本，必須補足精神之「鈣」，找準勝利之「鑰」。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
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各種考驗的精神支柱。」習近平總書記
對理想信念高度重視。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
首次提出「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
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人精神
譜系，首次闡釋以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
夢想精神為主要內涵的偉大民族精神……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新思想新
概括，點亮精神的天空。
傳承和弘揚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堅持和發展改革
開放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一座座精神豐碑，是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的堅固支撐。
厚植中國精神的根脈和滋養。
2020 年 9 月 28 日，考古，這門「高冷」的學問，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體學習的課堂。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習近平總書記說。
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
堅定文化自信。
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等重要會議，考察曲
阜孔府、敦煌莫高窟等諸多文化場所，在各個國際場合闡釋中國文化精
髓，習近平總書記將「文化自信」置於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民族復興匯
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習近平總書記引領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
義先進文化，吸吮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新時代中國精神
因此擁有不竭的泉源。
昇華中國精神的時代特質和價值旨歸。
人們難忘這一幕：2019 年 9 月 29 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為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授勛章獎章。黨和人民以最高
規格褒獎英雄模範。
人們也記得，習近平總書記探訪一個個紅色革命聖地，每逢烈士紀念
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以親力親為引領崇尚英雄的時代風尚。
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根本上取決於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
力、感召力。
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
程，習近平總書記念茲在茲。
全黨全國全社會行動起來，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
踐養成、制度保障等，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參
天大樹正在長成。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實施馬克
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深入整治網絡亂象維護清朗空間，意識形
態工作激濁揚清。
偉大事業砥礪偉大精神，偉大精神引領偉大事業。
「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
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豪邁預言。
「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要在物
質上強，更要在精神上強。」習近平總

書記的鏗鏘話語，昭示雄渾的中國精神生機無限，矢志復興的中國力量
奔騰浩蕩。

引領命運與共新紀元
2021年春天，一幅「兩個辛丑年」的對比圖在互聯網上刷屏。
1901－2021，從簽訂《辛丑條約》時的喪權辱國，到新時代國際舞
台上的昂揚自信，人們感嘆穿越兩個甲子，中國同世界關係的天翻地
覆。
今天的中國，是中國之中國，更是人類之中國、未來之中國。
2017 年新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出訪瑞士。這是一次承載世界目光的
訪問—環顧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湧動，「黑天鵝」「灰犀牛」事件
頻頻發生。陷入困頓和迷茫的人們，亟待撥開迷霧、通往未來的引領。
達沃斯—日內瓦，一路交流、一路傾聽。「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
辦？」習近平總書記說，「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問題。」
面對各國期待，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提出中國方案。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有人說，「大國注定創造偉大和永恒」。大國之大，就在於每當人類
歷史行進到十字路口，總能以非凡的思想智慧，指引人們沿着正確方向
攜手前行。
這是持之以恒引領各國加強互聯互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的9年。
深切體察各國人民追求發展的強烈願望，2013 年秋，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一石激起千層浪。8 年間，從亞洲到歐
洲，從非洲到拉美……141 個國家、32 個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一帶一
路」合作文件，累計開展超過2,000個項目，一幅和平、發展、合作、共
贏的壯美畫卷全面鋪展。
今天，「一帶一路」已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平台、最受歡迎
的全球公共產品。因為有了「一帶一路」，不少地方的人們才第一次喝
上乾凈的水、用上安全的電、乘坐現代交通工具走出家門……
這是矢志不渝引領各國平等交流合作，打造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 9
年—
「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
展現更多責任擔當」……9 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
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旗幟鮮明倡導構建相互尊重、公平
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41 次出訪、足跡遍及五大洲 69 個國家；同來華參加主場外交活動的
每位外國領導人會面；在國際會議上認真傾聽每位與會者發言……從
習近平總書記身上，世界看到了「朋友應有的樣子」。
這是一以貫之引領各國共商共建共享，建設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體
系的9年。
從北京到杭州，從廈門到青島，從上海到博鰲……9 年來，習近平總
書記親自謀劃部署，創新性開展一系列重大主場外交。發起成立亞投
行，推動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攜手制定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
展議程，率先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在全球治理的時代變革中，世
界聽到了更加響亮的中國聲音，看到了更加進取的中國行動。
這還是堅定不移引領各國團結共克時艱、共創未來的9年。
無論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存廢之爭」，還是面對多邊主義的「何去
何從」；無論是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還是抵制霸權主義、強權政
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牢牢把握時代潮流
和世界大勢，不畏浮雲遮望眼，引領各國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人
類進步的一邊，走團結合作的人間正道。
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
這就是哲人預言的「中國世紀」的曙光—9 年來，世界記住了「給我
們帶來陽光」的達沃斯演講；記住了一次次持續至深夜的「雲外交」；
記住了日夜兼程的中歐班列；記住了已向世界提供超過 16 億劑的中國新
冠疫苗……緊要關頭、關鍵時刻，是中國作為、中國擔當，讓人們收穫
信心、勇氣和希望。
「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家園，應該是一
家人。」「只要是對全人類有益的事情，中國就應該義不容辭地做，並
且做好。」
習近平總書記溫暖而堅定的話語，展現着世界第一大執政黨的天下情
懷，傳遞出一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大國的時代重任。
太陽每天刷新地球，從東到西，周而復始。過去 3 個世紀，人類見證
了全球經濟政治重心從地中海轉向北大西洋，又轉向太平洋。斗轉星
移，今天，整個世界都將目光更多投向中國。
人們滿懷信心—實現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歷史進程的中華民族，必
將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開啟偉大復興新篇章
「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
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2017
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作黨的十九大報告時鄭重表示。
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肩負的重大歷
史使命和歷史責任。
這是對歷史和人民高度負責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黨的十九
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期。
錨定宏偉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四個全面」戰略布
局中，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置於引領地位，推動「五位一體」全面進
步。
鎖定艱巨任務，打響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上陣，全黨上下
五級書記共抓扶貧，25.5 萬個駐村工作隊挺進一線，近 200 萬名鄉鎮幹
部、數百萬村幹部傾力奮戰，取得全面勝利。
中華大地上，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地畫上句號，中國人
民孜孜以求的美好夢想成為現實。
「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
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
記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巍然矗立！
穿越百年歷史烽煙，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秉持初心使命，前赴後繼，
不懈奮鬥。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滿懷信心向世人宣告：「我們正在做我們
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新征程上，習近平總書記的宣示愈發堅定而豪邁：「有中國共產黨的
堅強領導，有全國各族人民的緊密團結，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