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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党，伟
大的党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坚强
的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十九届一中
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继续担任党的
总书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的中
央领导机构，充分体现了全党意志，
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
待，也令人看到世界最大执政党的
团结精神、奋进力量，看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发展乘风破浪，取得了全方
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
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
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挥
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核心作用，以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充分

展示了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雄才大略，引
领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
向。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是靠实干实绩检验出来
的，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符合党、国家、
军队、人民根本利益，是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的迫切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在这个关
键历史节点上，要带领8900 多万党
员、凝聚13亿多人民力量，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有坚强的领导
核心、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把舵领
航，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

船”。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担当精神
和苦干实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各项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
地西柏坡谆谆告诫全党，党面临的

“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
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

“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
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今
天，肩负着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
责任、对党的责任，不忘初心、奋力
前行在新时代“赶考”路上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将继续接受考
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向历史、向人
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朝气蓬勃领航新时代
本报评论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中
国外交作出了顶层设计。报告中开
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
己的使命”。根据这一理念，报告明
确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
觉、国际视野和世界关怀，也展现出
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
世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国际主义精神。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
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人类也正处
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
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
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
出，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
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
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
续蔓延。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中，中国
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国别、党派
和制度的异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
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
利益，使中国的政策和理念占据了
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表明中国共产
党人有能力有意愿为解决人类问题

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

答的是“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
界”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
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出了
明确阐述，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这旨在解决我们这
个星球面对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建
立在中华民族崇尚世界大同、人类
一家的优秀传统文明基础之上。这
不仅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应当
为人类社会发展承担的历史职责，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政治文明
进步应当推进的历史使命，必将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的世界意义系列述评之三

本报记者 连 俊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10
月25日，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阮富仲，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古
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
尔·卡斯特罗，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金正恩发来贺电或贺函，热烈祝
贺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阮富仲在贺函中说：“值此您
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之际，我谨代表越南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我衷心祝贺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我相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
定能完成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早
日胜利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目标，进而把中国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贺函说：“我们高度评价您个
人对于越南的美好感情、友善态度
以及为越中关系作出的建设性重大
贡献。衷心希望同您一道，继续推
进越中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不断向好发展，这符合两国
人民利益，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本扬在贺函中说：“在您当选

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之际，我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
通过您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致以同志和兄弟般的热烈祝
贺和良好祝愿。”

贺函说：“您在中共十九届一中
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
领导人，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对您的充分信任。您拥有丰富的政治
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
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国家
事业中取得了卓越成就。”

贺函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
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领导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
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
础。五年来，中国政治稳定、国防
日益强大、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
展、民生不断改善。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世界
各国的广泛支持，地区性的合作机
制正在形成，老挝和中国的务实合
作不断推进。

贺函说：“我坚信，在以您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中共十
九大精神指引下，兄弟的中国人民
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合作、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并作
出积极贡献。”

贺函最后祝老中两党、两国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长期稳
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精神指引下不断发展、开花结果。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说：
“我谨代表古巴共产党热烈祝贺您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借此机
会，我祝您在这一重要岗位上取得
新的成就。我谨重申，我们愿进一
步加强古中两国人民、两党和两国
政府之间兄弟般的关系。顺致兄弟
般的问候。”

金正恩在贺电中说：“我谨就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您当选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就任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致以衷心祝贺。”

贺电说，当前，中国人民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
下，踏上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征程。

贺电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各项工作任
务，祝愿您在领导这一责任重大的
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

贺电最后说：“我坚信，朝中
两党两国关系将会朝着符合两国人
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一
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
席、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贺函中
说，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
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
福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祝愿友
好的中国繁荣发展。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总
理梅德韦杰夫在贺电中说，谨代表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并以我个人名
义，祝贺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我深信，中共十九大
决议的贯彻落实，将推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一步繁荣发展。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
洪森在贺函中说，阁下的再次当选
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
员和所有中国人民对阁下的领导能
力充满信心。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
总统杜特尔特在贺函中说，在阁下
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已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和国际社会
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我相信，
中国将继续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和
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
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
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电中
说，在以您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
领导下，中国确立了一系列发展目
标。祝愿您和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
安康。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主席、总
统比亚在贺函中说，欣悉您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谨代表喀麦
隆人民民主联盟全体党员，并以我
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并祝愿您在新的任期里取得更
大执政成就。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
契奇在贺函中说，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
国人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
就。阁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促进
地区合作的重要力量。

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执委会主
席、总统阿巴斯在贺函中说，您的
成功当选，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
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的高度信
任。这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迈向世界最前列，也将造福
全人类。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
夫在贺函中说，在您的英明领导
下，中国持续实施社会、政治、经
济领域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致力
于国家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在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亚美尼亚共和党主席、总统萨
尔基相在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
的新任期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发
挥领导作用，推动中国政治、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
席、总统莫拉莱斯在贺函中说，我
们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巩
固，连结我们两国的传统纽带将更
加牢固。

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在贺函中
说，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
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将更
加繁荣富强，人民将更加富足安
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
定会实现。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在贺函
中说，欣闻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我谨代表几内亚比绍人民
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致以最热
烈的祝贺，并祝愿中国人民永远幸
福安康。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
线主席、政府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在贺函中说，阁下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以及十九大通过的决
议，必将极大推动世界的繁荣和
稳定。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在贺函中
说，您的连任将为中国人民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带来新
的推动力。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在贺函中
说，希望未来与您共同加强卢森
堡及欧洲与中国的合作。我密切
关注中共十九大这一重大事件，
坚信十九大重要成果将对中国具
有战略意义。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安倍晋
三在贺函中说，我谨代表日本自由
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及阁下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

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
主格鲁吉亚”党主席、总理克维里
卡什维利在贺函中说，您的当选充
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您
卓越领导能力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我们将共同推动格中伙伴关系进一
步发展。

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政
府总理图伊拉埃帕在贺函中说，
我谨对您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衷心
祝愿您领导中国继续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就。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
议长德拉格内亚在贺函中说，祝您
在履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一重要职责中取得更大成就。

捷克捷摩共主席、副众议长

菲利普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
在您担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
华民族走向繁荣，并为国际社会
的稳定及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尼日尔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党
主席、内政国务部长巴祖姆在贺函
中说，相信在阁下领导下，中国人
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
上必将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思在贺
函中说，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
您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发展，
成功应对挑战，作出了伟大的贡
献，我向您表示热烈祝贺和由衷
敬佩。

摩尔多瓦民主党主席普拉霍特
纽克在贺函中说，我坚信，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将取得
进一步快速发展，您所倡导的政
治、经济、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理念
将造福中国人民。

拉脱维亚绿色农民联盟主席克
拉乌泽在贺函中说，我们坚信，在
您的引领下，拉中友好合作将进一
步深化，继续造福两国人民。

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卢森
堡议长巴托洛梅奥；塞尔维亚社会
党主席、政府第一副总理达契奇；
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哈
尔希；乌克兰波罗申科联盟“团
结”党秘书长萨夫拉索夫；哈萨克
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席佩鲁
阿舍夫；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
央委员会书记阿赫梅特别科夫；巴
勒斯坦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
系与中国事务部部长扎基；吉尔吉
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马萨利耶夫；伊拉克伊斯兰党总书
记伊亚德；叙利亚统一叙利亚共产
党总书记尼穆尔；尼日尔爱国运动
主席、政府外交部长雅各布；埃及
祖国未来党主席艾什拉夫；亚美尼
亚联合进步共产党主席萨法良；毛
里塔尼亚进步力量联盟主席穆卢
德；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总
书记伊利亚斯；意大利民主党全
国书记、前总理伦齐；塞尔维亚
社会主义者运动党主席武林；拉
脱维亚“和谐”社会民主党主席
乌沙科夫斯；乌克兰祖国党主席
季莫申科；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
洛朗；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尼诺
娃；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主席奥
尔班；欧洲保守与改革联盟主席
扎赫拉迪尔；欧洲议会左翼联盟
党团主席齐默尔；联合国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巴 尔 塞 纳 ； 日 本 前 首 相 村 山 富
市；英国保守党前领袖、前首相
卡梅伦；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美
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上午，世界
的目光聚焦中国、聚焦北京，人民大
会堂又一次迎来历史性时刻——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委员即将在这里集体亮相。

东大厅内，华灯璀璨。一面鲜
红党旗醒目地竖立在主席台一侧。

500 多名中外记者已经在会场
内等候。他们有的提前2个多小时
就赶到这里，架起摄影机、照相机，
打开电脑、录音笔，希望在这场举世
瞩目的新闻报道中抢得先机。

“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强大，
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塔斯社北京
分社社长基里洛夫已是第三次参加
这样的见面会，“世界从来没像今天
这样关注中国、关注这个世界上最
大的政党。”

时代的回眸给人鲜明昭示。5
年前，正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以
许党许国的情怀立下庄严承诺——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
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5 年砥砺奋进，5 年成就辉煌。
如今，中共十八大绘就的宏伟蓝图
正在化为亮丽的图景，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一个个中国奇
迹震惊世界。

时针指向11时54分，新当选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步入会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
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当选为新一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场响起长
时间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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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远在陕北梁家河的党员
干部和乡亲们聚在党员活动室，目
不转睛地收看电视直播。看到镜头
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大家
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会场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
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
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恪尽职守、
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对伟大梦想的坚定信心——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

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坚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得以实现。”

这是对人民饱含的殷殷深情——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
力 抓 好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各 项 工
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

这是对自我革命的必胜信念——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

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
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
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
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20 多分钟、1000 多字的讲话，
情真意切，坚毅自信，显示了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风范，展现了大国领
袖的气度和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
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
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
向前。”从电视上听到习近平总书记
振奋人心的话语，十九大代表、贵州
六盘水市海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
波难抑激动，“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
落实好，不负总书记嘱托、不负党和
人民的期望。”

12 时 17 分，见面活动结束，全
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闪光灯依
然闪烁，快门声此起彼伏，将一个个
珍贵的画面永久定格。
文/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邹 伟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习近平等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侧记

10月25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采访党的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500
多名中外记者参加。这是见面会记者席现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