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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
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在
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荡在14亿多
中华儿女心间。

10年，120个月，3600多天。岁月
年轮，刻下一个民族勇毅笃行的足迹；
10年光阴，化作新时代中国恢宏壮美
的画卷。大美中国，政通人和，天地间
奔涌万千气象，放眼是波澜壮阔的光
明前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9600多万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

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从现在起，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关山飞越，鹏程万里。向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正处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

安排，要求我们再闯关山万千重。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国人民必将以更
加强大的前进动力，更加昂扬的奋斗
精神，踔厉奋发，驰而不息，努力开创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
华章。

新时代，中国梦，寄托在每一个
辛勤有力的肩膀上。脱贫群众的质
朴笑脸、奥运健儿的矫健身姿、人民
子弟兵的飒爽果敢、科研人员的坚
定执着、党员干部的俯身下沉、青年
一代的朝气蓬勃……勤劳的亿万中
华儿女，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

前景，在广袤的国土上团结奋进，在
新时代征途上辛勤耕耘，收获物质
富足、精神富有的累累硕果，成为创
造历史的主角。

万物迸发、信念茁壮，泱泱华夏、
生生不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下，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
阻向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的中国，今朝好看，明日更
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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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 风雨无阻向前行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
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令海外
侨胞备感振奋、深受鼓舞。”泰国中
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说。他一直致
力于促进泰中友好和两国经贸合
作。“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一系列利
好政策和惠侨措施出台，为华侨华
人创造了无限机遇。我们将推动更
多侨胞华商回家乡投资创业，支持
祖国各项建设，参与‘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白俄罗斯中国企业商会会长张
震勇说，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企业将依托自身优势进一步优
化物流通道，拓展业务范围，在海外
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委内瑞拉侨领聂国常表示，在
委侨胞支持党对国家发展规划的新

蓝图，将继续埋头苦干，艰苦创业，
连接好国内和国际市场，共同为了
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
会会长蔡成华说，中国取得的辉煌
成就令全球为之惊叹，令海外华侨
华人深感自豪。海外华侨华人与
祖国心连心，将紧跟祖国发展步
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

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中国经
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廖子彬说，奋斗答卷鼓舞人心，
壮阔征程催人奋进。“我们海外中
国建设者将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

爱尔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主席文双文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青年强，则国家强。“这让我们
海外学子备受鼓舞。我要将自己
所学与祖国发展相结合，积极投身
祖国建设，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
放绚丽之花。”

思源中国语学校在厄瓜多尔
办 学 近 20 年 ，学 生 最 多 时 有 近
3000 人。学校校长曹孝宏说：“全
体教职工将努力做好中文教学，争
当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中
厄文化交流互鉴的积极促进者，争
取成为与当地民众友好交往的民
间使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瑞士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赵元组
织他所在的圣普雷室内乐团，与瑞
士福建同乡会共同举办了一场音
乐会。他说，作为旅居海外多年的
音乐工作者，要用音乐“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中华文化。“现在，外国
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
民心相通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加强
合作、深化交流的重要基础。旅居
海外，我深刻感受到中瑞、中欧文
化交流不断发展，将竭尽全力做有
益于中外民众心灵相通的工作，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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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

——中共二十大报告引发海外中华儿女热烈反响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
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的报告。

海外华侨华人、我驻外人员和留学生
以不同方式收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
会。他们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历
史性成就感到自豪，纷纷表示要坚定信
心，奋勇前进，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黄海日出，景色如画。开山岛上，守岛 30多年
的民兵哨所名誉所长、“人民楷模”王继才同志的妻
子王仕花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跟随岛上值守的
民兵一起升国旗，然后大家一起准时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
出来、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从人
民大会堂传遍神州大地。

喜庆盛会，接续奋斗——连日来，从黄海之滨到
雪域高原，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岛礁，在祖国各地基层
一线，充盈着奋发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工作热情、昂
扬的精神风貌，平凡的岗位刻录下奋斗者的身影。

岗位建功，用实干践行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全社会

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
节约精神，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王仕花说，“守岛
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宁。我要坚守在这里，踏着继
才的脚印，一直把岛守下去。”

当清晨的阳光刚刚扫过迎客松的树梢，安徽黄
山守松人胡晓春已来到树下，检查迎客松是否健康。

“拿着放大镜检查树干的树皮，再爬上脚手架查
看树的冠顶和冠幅是我每天的工作，别人也许会认
为这很枯燥，但是我为自己能够参与并见证着祖国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转变而自豪。”胡晓春说，

“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我要落实到行动上，为建设美丽中国贡
献自己的力量。”

把家国放在心头，把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
上，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用责任和敬业之心做好每一份
工作，用奋斗和奉献精神为新时代书写最美的注脚。

自动化桥吊不间断抓箱、放箱，自动导引车穿梭在
堆场与桥吊之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一片繁忙景象。码头总经理助理李波说：“二十大
报告强调‘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让我们干
劲倍增。目前，我们正向着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
可控奋力攻关，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海港‘中国样本’。”

确保粮食安全是重大战略性根本问题，中国人
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广袤的黑土地上，颗粒饱满的玉米金灿灿的。吉
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八里庙村一家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马云秋正带领社员们忙着在地里抢收玉米。“国
家政策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底
气为中国碗装上更多、更好的中国粮。”马云秋说。

千里之外，广西北部湾畔。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
要站点——钦州港站的到发线上，广西沿海铁路公司
防城港车辆运用段检车工长林江波正一步一锤，对站
内的货物班列进行技术状态抽查和列车故障处置。

“总书记在报告中让我们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印象深刻。”林江
波表示，“货物列车检修事关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安全，每个作业环节都不
能有丝毫松懈，我将苦练业务技能，精检细修，全力保障路网枢纽畅通。”

坚定信念，用传承诠释担当
浙江嘉兴，南湖畔、红船旁。碧波秀水轻轻拍打着船身，蓝天白云映照

下的烟雨楼前，游客纷纷驻足拍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红船是精神的象征，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感到责
任重大。”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一说，我们将更新梳理讲解词、红船“微
党课”等内容，宣讲好红色故事。

秋日暖阳里，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一场现场办公
会正在村民谢玲玲家门前的庭院举行。20余名党员群众争相发言，就村容
村貌综合整治等议题建言献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让我们倍感振奋。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要为群众当好领头羊、做
好服务生，带领乡亲们全力奔跑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许家冲村党支部书
记望作战兴奋地说。

“踏着铁人脚步走”“铁人队伍永向前”……位于黑龙江大庆油田的一处井
场，标语格外醒目。1205钻井队员工正操作着新型钻机，打向数千米深的地下。

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是铁人精神的发源地。“总书记
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
我们更坚定信心，继续发扬铁人精神，把油田产量放在心上，为端牢‘能源
饭碗’作出新贡献。”1205钻井队青年员工葛依凡说。

“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生宗尧说，“第一时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
十大报告，让我们感到重任在肩，要打好专业基础、筑牢信仰根基，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开拓进取，以奋斗创造未来
山西太原，中国宝武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线

上机器轰鸣，一卷卷薄如蝉翼、光滑如镜的钢材经过压延、清洗、包装等步
骤自动化制成。

这种特殊的不锈钢精密箔材可以轻易用手撕开，俗称“手撕钢”，技术
工艺难度高，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 2年多奋战，山西太钢终于攻克难
题，研发的“手撕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听到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家备
受鼓舞，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契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天翔说，我们正加大研发力度，努力解决更多“卡脖子”材料的生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这让中国电信智慧城
市产业园高级工程经理孙晓新印象深刻。

“我们已经完成雄安新区 153公里数字道路建设，布设了近万根智慧
灯杆，具备照明、无线覆盖、红绿灯监控、车路协同等多种功能，雄安正朝着

‘妙不可言’‘心向往之’的典范城市阔步迈进。”孙晓新说。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委常委、闽宁镇党委书记周德强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这句话感触颇深。“闽宁镇
这个昔日尘土飞扬的‘干沙滩’已换装为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的‘金沙滩’，
我们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描绘闽宁镇更加精彩的新画卷。”周德强说。

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宏伟蓝图催人奋进。
“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才能走好前行的路。”聆听党的二十大

报告后，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茆梅芳说，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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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历史性成就备感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阐述

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
革。他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十年来，每次回国我都能明显感受
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印度尼西
亚中华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说，“十年间，
现代化城市兴起，高铁四通八达，通信设
施普及惠民，满眼绿水青山……中国发展
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海外华商
企业在中国投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现
代化建设的参与者，看到这些变化，我们
由衷地感到自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都跃上了新台阶，国际
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这让
海外华侨华人为之振奋、备感自豪。”韩华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会长王海军
说，祖国的日益强大给身处海外的华侨华
人带来新机遇。

“一个国家的海外侨民，腰杆子是否挺
得直，要看有什么样的祖国。”博茨瓦纳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感慨地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作为中华儿女，我感到非常自豪”。

一直在白俄罗斯致力于中文教学和
中白文化交流的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协会
理事王庆峰说：“十年来，白俄罗斯学习中
文的学生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这更增强
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十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目
共睹。”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德国华商
联合总会副会长范轩说，今日的美丽中国
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正确的选择。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
超西一直关注着家乡江西南昌的发展。

“十年来，家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
善。江西在 2020 年实现贫困县全部摘
帽，这令我激动不已。”

老挝中华总商会16日在老挝《中华时
报》刊文，热烈庆祝中共二十大开幕。“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民群众生活得
到巨大改善。”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同老方“变陆锁国为陆联国”发展战略成
功对接，极大改善了老挝人民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
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中国特色。

正在埃及工作的中国化学工程
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埃及分公司副
总经理宋军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报告。他说：“十年来，中国产
品、中国标准越来越被世界认可。我
们将继续坚守，用中国速度、中国质
量完成好在驻在国的建设项目，为驻
在国人民提供更多工作岗位。”他坚
信，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不仅使中国人
民受益，也让世界人民受益，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图伟业一定会取得成功。

在南非华人媒体《南非观察》总
编辑邓玉虬看来，中国不仅向世界
展现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道路，
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
方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机
遇，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

“作为海外留学生，在与英国当
地民众交流过程中，我越来越能感
受到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心情。”全
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王铭
初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
意味着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意
味着我们每位同胞获得感、幸福感

的提升。”
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上

官建峰说，作为改革开放后旅居海
外的华侨，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在
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中
国式现代化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发展
繁荣，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信心和
幸福。”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王尚雪表示，在孔院工作的五
年间，看到越来越多当地青年对中文
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专家学者前
来探讨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发
展成就，“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努
力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
祖国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
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英国伦敦华
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说。他上世纪
70年代赴英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中英文化交流。“在英广大华侨
华人将共襄民族复兴伟业，坚持反

‘独’促统，共助祖国实现统一。”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原毅说：“全体中华儿
女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我们
坚决支持和推进祖国统一，把自身
的力量汇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

美国美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理事长吴有义表示：“我们要更好地
团结在美侨胞，与美国各界民众增
进交流，讲好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

‘一国两制’方针，为促进中美友好

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津巴布韦中津交流中心主任赵

科说，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
一定能够实现。作为海外华人，要
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祖国统一大
业作出贡献。

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唐亚明说，海外侨胞团
结一致，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分裂祖
国的行为。“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定
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
能实现。”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共助祖国完全统一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新华时评

二十大时光二十大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