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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18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
消息，当天第一时间便刷爆了人们的手
机“朋友圈”。

这一刻，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通过网
络关注着这场与国家发展、个人命运息
息相关的盛会。网民们在各大新闻网站
的大会专题报道下留言，为过去五年的
辉煌成就“点赞”，对更加光明的未来满
怀希望。

振奋人心：“一起为党的十九大打
call！”

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金色的大字
“十九大”跳入眼帘——开幕当天，微博
客户端开机页面换上“盛装”，“十九大”
成为网络最热词语。

“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
等8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对开幕会进行
了全程直播。“你最牛的背景是今天的中
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等10多组
关键词进入微博热搜榜。中国网海外社
交媒体账号对开幕会进行英文视频直
播，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等100多个国
家的网民观看。

“热烈祝贺十九大！愿我们的生活更
加美好，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新华
社推出的“点赞十九大，中国强起来”互
动活动，得到了网友热烈响应。人们纷纷
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抒发对党、对国家的

热爱，表达对中国的祝福。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会场外，广

大网友热情高涨。人民网网友“卫士008”
说：“党的十九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大事要事喜事。我为中国共产党打call，为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骄傲自豪！”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
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同志
的话语鼓舞人心。

“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
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
的。”网友“韦志丽”对报告的这句话深有
体会：“这五年，无数平凡的中国人达成
的小目标、实现的小梦想，都如同涓涓细
流，汇聚成‘中国梦’的浩瀚江河！”

亮点满满：“承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

“报告让我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党
中央与普通党员、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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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今天的强大，是我
们这一代人最牛的背景！”网友“墨墨”在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评论区深情写道。

报告中，诸多新提法令人眼前一亮：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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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

……
清醒而坚定的论断，获得了网友们

的强烈认同，大家纷纷通过网络表达着
内心的激动：

“五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生态正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正稳步
提高。党中央兑现了向全体中国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自我
奋斗结出了丰硕成果！”网友“t8tdk”感
情真挚。

“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基本改
变，现在要迈上新的台阶，希望生活环境
全面改善，各项制度更加合理，区域发展
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每个人的美好追求
都能实现！”网友“陈榆子”充满希望。

坚定信心：“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砥
砺前行！”

“进入新时代，抓住新的主要矛盾，
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

“习总书记说得好，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

……
最真挚朴实的情感，最直白热烈的

表达。盛会的召开，点亮了亿万网民心中
的激情；光明的前景，激发着每个中华儿
女奋进的斗志。

新华网网友“紫色浪花”坦诚地指
出：“政策是好的，但重在落实。在这些利
民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监督一定要到位，
让实惠真正落到人民身上。”

新浪网友“鄃城逗逗”决心为伟大的
事业贡献力量：“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肩头
的责任更重，承载的人民期盼更多。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埃及翻译家白鑫在他的微信朋友圈
写下对中国的期待：“我觉得中国未来会越
来越有‘福气’——人民共同富裕，生活幸
福安康，中国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网民“文以止戈”说：“党的十九大开
创了新格局，我们要立足实际，奋发有
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的中国；我
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新华网网民“未来
一定会更好”的一席话，获得其他网友的一
片叫好：“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是
我的奋斗目标。对祖国的未来，我充满信
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伟大中国开启新征程
——网民热情点赞十九大召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这是注定载入史册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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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
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郑重宣
示。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更加高扬。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前景更加光明。

一个重大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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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十九大的上海市代表，乘坐“复
兴号”高铁，只用了4个多小时就抵达了
北京。

不到一个月前，“复兴号”在京沪高
铁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再次创造了领
先世界的中国速度。

“我见证了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变成
领跑者，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十九大代
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技师李万君说。

从“解放”蒸汽机车到“东风”型内燃
机车，从“韶山”型电力机车到“和谐号”
动车组，直到“复兴号”，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和成就的一个缩影，也
折射出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想的追求。

方位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

上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那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一条主线，成
为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
题，成为引领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引
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
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展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十九大代表、中央党
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黄一兵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十八大以来，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

国发展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必须回答
一个重大时代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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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作出有力回
答——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
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
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这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
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十九大代表、中
央团校教师万资姿说。

今天，习近平同志郑重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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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砥砺奋进，成就是全方位的、开
创性的；五年励精图治，变革是深层次
的、根本性的。

十九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
隋军说：“这五年，我们想的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
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
境。

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
创新成果——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基本方略统领下，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确了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战略布局……

“我们党鲜明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着全党的智慧，顺应
了人民的期盼，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开创新局面的
重要指引，也必将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更
加辉煌的未来。”听取报告后，走出人民
大会堂，十九大代表姚眉平无比激动。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理论创新永无
止境。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写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上，大写在世界人民进步
的历史上，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追求，也一
定能实现这样的追求。”

一个深刻认识——在“变”与“不变”
的辩证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这个最大实际

有“当代女愚公”之称的贵州罗甸县
麻怀村党支部书记邓迎香代表曾用了13
年时间，带领村民在大山肚子里“刨”出
一条通往外界的隧道。

“隧道修通了，但只是脱贫攻坚奔小
康的第一步。发展村里经济、提高村民收
入还要多想办法，这一点也不比当初开
山挖隧道轻松。”邓迎香说。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
握好“变”与“不变”辩证关系，中国发展
路径更加清晰、更加光明。

变化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

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

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历史性变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
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出台更多重大
举措，推出更多有力措施，做出更大努
力，满足人民更多层次、更高水平的需
求，解决好区域、城乡、收入分配等一系

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国网辽
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谭洪恩代
表说。

不变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
阶段——

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看，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
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
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

从中国在世界所处的空间坐标看，
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
位没有变。

我国人均GDP虽然已经超过8000
美元，但仅相当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劳动生产率水
平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左右……

两个“没有变”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
向。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十九大代表、山东东营市委书记申
长友表示，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我们
既要保持理论自信，也要坚持战略定力，
确保“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一个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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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党的十九大必将迈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步。”10月18日，
党代表通道上，面对中外媒体，曾迈步太
空的航天员景海鹏代表豪迈而自信。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
中推进。

从积贫积弱的颓势中起步，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
为肩负的光荣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
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初心不改，矢
志不渝。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止步，积累了
独特的经验。”来华四年多，俄罗斯驻华
大使杰尼索夫见证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快
速发展。

他热切期待着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
革能继续获得新动力，因为这不仅事关
中国经济前途，也与全球经济命运密不
可分。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三步
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
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
提前实现的基础上，我们党又提出“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

从现在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这一关键时期即将到来之际，十九
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作出新的战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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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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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原来提出的第
二个百年目标将提前15年完成。新的第
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后，中国将真正从站
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来自北京建
工集团的谭双剑代表兴奋地说，中国梦
是每个人的梦，如今美好梦想有了新的
图景。

实现新的图景，需要新的奋斗。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有一个叫黄花

滩的地方。这块占地280平方公里的戈壁
滩地昔日荒草稀零，现如今却成为扶贫
搬迁移民致富的新家园，一排排日光温
室，像一座座沙舟，整齐排布。

十九大代表、甘肃古浪县黄花滩生
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委书记胡
中山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方式与众不
同。别人是“带”字优先，他是“逼”字当
头，逼村民，更逼自己。

在胡中山的“精打细算”下，如今的
黄花滩村已发展养殖暖棚2720座、日光
温室176亩、经济林600多亩，年收入10
万元以上的家庭比比皆是。

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到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十九大代表、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
曾记畔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说：“在新时
代怎么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十四个‘坚
持’，作为最基层的一名党代表，这些基
本方略就是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方向。
特别是我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解，就是建设好美丽的曾记畔。”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
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利益固化
藩篱、应对复杂环境……离宏伟目标越
近,越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必须不断攻
克新的问题和难关。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一个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

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要怎样
保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夯实执政
基础、提升执政能力？

“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
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
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十九大报告
作出庄严宣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仍然在路上。随着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我们党一定能够
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十九大代表、江西井冈
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必将激励
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

（新华网）

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从党的十九大看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梦想激荡，初心不忘。
承载着亿万人民的期待，

肩负着继往开来的使命，党的
十九大 18 日在北京隆重开
幕。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
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和习近平
同志所作的报告，备受鼓舞、
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官兵们
表示，大会报告思想深邃、充
满力量、催人奋进，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坚
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牢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
导地位，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上奋勇前进，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十九大报告高举旗帜、指
引方向、谋划未来，必将凝聚
起同心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
磅礴力量

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
机关各部门及时组织学习座
谈讨论。大家表示，大会报告
是一个高举旗帜、指引方向、
谋划未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向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踏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动员令，必将凝聚起同心
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
量。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调整组
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的官兵们认为，
十九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一个凝
聚党心、鼓舞人心、振奋军心
的报告，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
产生深远影响，以其巨大的理
论贡献和时代意义载入史册。

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干
事杨丹谱一早就守候在电视
机前，收看直播盛况。他说：

“习主席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高屋建瓴、
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继续推进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过去五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非凡成就，最根
本的是有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的有力引领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官兵们
在讨论中认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
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人民军队面貌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
定步伐。

官兵们说，习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军队统帅，以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和深邃眼光，
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重大理论观点，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创立了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引领人民军队开启了强军兴军
新征程。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肖军和全旅官兵一起认真
学习了大会报告。他深有感触地说：“回顾过去五年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有许多经验值得
总结，最根本的是有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的有力引
领。”

金秋时节，全军多支部队正如火如荼展开演训
活动，十九大的召开成为官兵们在训练场上热议的
话题。作为我军第一支数字化部队，中部战区陆军某
师全体官兵见证了5年来人民军队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四次参加过阅兵盛典的二级军士长丁辉说：“从
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到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再到十八
大之后建设成为我军第一支数字化部队，我们部队
的发展变化就是人民军队历史性巨变的缩影。”

把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作为强军兴军的根本遵
循和科学指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官兵们在讨论中认为，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
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
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官兵们集体收看大
会盛况。舰长刘喆说：“强于天下者必胜于海，衰于天
下者必弱于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强大海军，推
进强军伟业，必须把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作为强军
兴军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更加牢固立起部队建
设的‘纲’和‘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在北部边疆，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为边防巡
逻队配发“边防掌中电脑”，让执勤官兵同步收看开
幕会直播。中国第21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官
兵通过网络收看十九大开幕会实况。医疗分队成员
廉青说：“我们虽然身在国外，但一颗红心永向党，永
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八一勋章”获得者、武
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说：“我们将以十九大
的召开为动力，踏上新征程，履行新使命，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回首过去，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广大
官兵表示，有习主席的坚强领导，有全军官兵的不懈
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

（新华网）

在
中
国
特
色
强
军
之
路
上
奋
勇
前
进

—
—
全
军
和
武
警
部
队
官
兵
热
烈
庆
祝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