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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追梦人”
———看百年大党的奋斗姿态

梦想，多么意气风发的一个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
伟大梦想 ，如高擎的火炬 ，照亮民

族复兴的未来，点燃亿万中华儿女团结
奋斗的澎湃伟力，谱成昂扬奋进的时代
旋律。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 百年光辉岁
月，一部奋斗史诗。 党带领全国人民以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气概， 凭着不怕
苦 、不服输的干劲 ，用奋斗铺就实现梦
想的阶梯。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 梦想的
政党 。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党的十八大召
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博物
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在这里，
他第一次论及中国梦。

文物是静默的诉说者。 《共产党宣
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个纲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
五星红旗……在这座世界上单体建筑
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里 ， 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追逐梦想的轨迹 ， 一点点
勾勒显形。

百年前，山河破碎、人民困苦、生灵
涂炭，仁人志士百寻解方而不得。

这时 ， 一叶红船从茫茫烟雨中驶
来……

1921 年 7 月， 在嘉兴南湖之上，一
群书生模样的青年，立下千钧誓言。

从此 ，在追梦道路上 ，我们目标明

确，奋斗未曾止息。
发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纲领、推翻“三座大山”、探索“四个现
代化 ”、提出 “三步走 ”发展战略……奋
斗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把梦想细化为
一个个坚实目标。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庄严宣
告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一个个梦想，就这么实现。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这个目标。 ”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梦拼搏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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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近七一 ， 天安门广场上游人如
织。 抬头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游客焦
先生感怀地说 ：“纪念碑时刻提醒着我
们奋斗背后的牺牲。 ”

梦的星空是壮美的， 追梦的路上，
却是浸透了泪水、汗水与血水的。

牺牲在 1935 年的方志敏说： 矜持
不苟 ，舍己为公 ，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
备的美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说：共产党
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
众面前；

守岛卫国的王继才说： 家就是岛，
岛就是国。 岛虽小，但它是国土，我们一
定要守护好。

脱贫攻坚战中，300 多万名驻村干
部、 第一书记投入战斗，1800 多人牺牲
在一线……

星光洒遍大地，梦想逐渐亮起。
贵州平塘，大窝凼。 青山如怀，环抱

着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
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利用喀斯特地貌建”“技术不成熟
就一边研究一边建”。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南仁东为首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提出
一个极富挑战、近乎天马行空的设想。

2020 年 1 月，“中国天眼” 正式启
用，梦想变成现实。

把一切献给“中国天眼”的南仁东，
却已于 2017 年 9 月因病去世。

今年 3 月底，“中国天眼”正式对全
球科学界开放。 靠着它，我们已经发现
300多颗脉冲星。

星空璀璨 ， 因为恒星燃 烧 自 己
发光 ！

走进新时代，走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交汇点。 这条路，我们走了很久，
我们走得不易，我们步履不停。

（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梦不息的政党。
1925 年秋天，长沙，漫江碧透，岳麓

山层林尽染。

一名当时的“90 后”，傲然立于橘子
洲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青年毛
泽东提出时代之问。

一叶红船上，与他一起回答这时代
之问的人，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

青春，奋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
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

1977 年冬天，一个可以闻到春天味
道的冬天———

“恢复高考 ！ ”党中央作出伟大
决策 。

1977 级清华大学校友 、 南京工业
大学特聘教授周叮对记者回忆道 ：“一
个人的命运，肯定是跟国家的命运紧密
相连的。 当时就觉得，我们年轻人有希
望了。 ”

2021 年的 6 月骄阳下，云南丽江华
坪女子高中教学楼前，又有 150 名学生
参加高考，脚边的书包磨得发亮。

校长张桂梅第 11 次为大山里的女
孩送考。

她告诉学生：“我有一个规矩，走出
这个学校以后，就不要老回头看这个学
校，你要往前走。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是我们
国家奋进的力量。 ”

往前走———那是党指引的方向！
走吧！ 大步向前，无所畏惧。 因为，

我们追梦的姿态叫奋斗。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中宣部新命名一批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央宣传
部新命名 111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命名工作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四史” 宣传教育， 突出百年党史重要事
件、重要地点、重要人物，突出新中国特别
是新时代的大国重器和建设成就。 此次命
名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
到 585 个。

中宣部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
教育等重大活动中的作用 ， 改进展览陈
列，优化参观线路，进一步发挥宣传教育
功能，着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
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
事，激励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出版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 史竞

男）“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
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丛书是马克思
主义三大来源著作首次系统整理出版。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以
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依据，分“德国古典哲
学”“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三
套书，系统收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
经典著作，共计 45 种 55 册。 其中既有广
大读者耳熟能详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
理性批判 》《精神现象学 》《法哲学原理 》
《小逻辑》《国富论》《乌托邦》《太阳城》等，

也有《人的使命》《论学者的使命》《和谐与
自由的保证》等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

19 日在京举行的 “马克思主义三个
来源经典著作译丛”出版座谈会上 ，来自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
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表示，该
丛书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等特点，对学习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一步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
意义。

6 月 19 日，游客在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出水口观看调水调沙场景（无人机照
片）。 从 6 月 19 日 9 时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
结合腾库迎汛，实施 2021 年汛前黄河调水调沙。 当天，小浪底水库的流量按照 2600 立
方米每秒下泄。 新华社发（贾方文 摄）

黄河今年汛前调水调沙启动

易卜拉欣·莱希赢得伊朗总统选举
新华社德黑兰 6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守宝 高文成） 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
19 日宣布， 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在
伊朗第 13 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法兹利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莱希获得近 1793 万张选票，得票
率近 62%，赢得此次总统选举。

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以及另三名
总统候选人当天向莱希表示祝贺。

莱希 1960 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圣

城马什哈德，2014 年被任命为伊朗总检
察长，2019 年担任伊朗司法总监。 他在
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中强调，将把打击腐
败作为当选后施政的重要任务。 关于伊
核协议谈判 ，莱希表示 ，如果有利于伊

朗民众的利益，他将继续支持谈判。
伊朗第 13 届总统选举于 18 日举

行，共有 4 名候选人竞选总统。 伊朗总
人口 8000 多万， 此次大选有超过 5900
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 据伊朗内政部
公布的最终数据，参与投票的选民超过
2890 万。

根据伊朗选举法，总统选举每 4 年
举行一次，总统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
生，可连任一届。 在选举首轮投票中，赢
得逾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将直接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