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刘锴 杨骏 卢苏燕） 中
国与非洲，两大历史灿烂的古老
文明，两片升腾希望的发展热
土，虽相隔万里，却命运相连。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一年前，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为新时代
中非关系发展擘画新蓝图，指明
新方向。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
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

谐共生——一年来，中国与非洲携
手并肩、同心同向，沿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阔步前
行。

携手铸就非凡梦想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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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
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期，
联邦快递 （中国） 有限公司涉嫌
非法收寄寄往香港的管制刀具，
涉案物品已被我国有关部门暂
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管制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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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
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 公布实施了。
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
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
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
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
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
度。”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
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

“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
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
剥夺男女婚姻自由。婚姻不
自由是旧中国封建桎梏的一
个重要表现，酿成了无数人间
惨剧。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
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
新生。

1952 年 11 月和 1953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先后发
出指示，要求各地开展一次贯
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动，1953
年 3月，全国开展了宣传贯彻
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宣
传活动。大批基层干部和积极
分子，利用报纸、广播、连环
画 、 幻 灯 、 电 影 、 戏 剧 等 形
式，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
婚姻法，《小二黑结婚》《小女
婿》《刘巧儿》 等戏剧受到群众
的热烈欢迎。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在
全国大部分地区，封建婚姻制
度已被摧毁，广大群众普遍树
立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
想。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
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
到解放，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
活动的热情高涨，社会地位有
了很大提高。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从根
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
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
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
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
起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
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婚姻自己当家

1949 年 9 月 30 日，刚刚
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主
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
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
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
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 2时，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
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
布就职。

下午 3时，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
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
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
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
上，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象
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
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
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
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
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
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
前。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 14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
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 3个小时，结
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
齐放，工人、农民、学生、市
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
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
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
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
活动。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
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
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
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新中国诞生

编者按

70年峥嵘岁月，70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之际，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 70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个载
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
查文晔 石龙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徐
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
并答记者问。杨光表示，香港局势正

出现积极变化但依然复杂严峻，现在
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

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9 月 3 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和平
大钟。

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仪式，撞
响和平大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4 周
年。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举行仪式

纪念抗战胜利
74周年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 林晖

“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
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顽强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秋季
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在广大学员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为指引，坚定斗争意志、提
高斗争本领，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做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战士，不做爱惜羽毛
的绅士。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过
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
次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又
专门强调、专题论述，这既是对广大

年轻干部的谆谆教诲，也是对全体
党员的再动员再号召。”一位来自东
北的学员说，现在一些年轻干部是
在顺境中长大的，没有经历过风雨，
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到群众
中去，到基层去，经风雨、见世面、磨
意志、长才干，增强斗争的本领，在
历练中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

深刻分析我们面临的形势，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
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
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
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
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
能胜。”一位来自高校的学员说，“在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
毫含糊和退让，要旗帜鲜明地同各
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年轻干部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归根到底

要有思想之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切行
动的根本指南，做党的创新理论的
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并不会
随着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

一位来自北京的学员深有感触
地说：“当前的年轻干部是在和平时
期成长起来的，有知识面宽、综合素
质高等优势，但也有历练不够、能力
不足等短板，有很多课要补。我们要
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不断磨练自
己的品格，砥砺自己的意志，培养坚
韧不拔、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奋力
担当时代重任。”

“我是来自油田的干部，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我们正是靠着‘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为国家摆脱
了‘贫油国’的帽子。”这位石油行业
的学员说，当前中央企业改革到了
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要在新时期
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在确保国家能
源安全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一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学员
说，中央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
作为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
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增
强为民情怀，主动担当作为，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遇到问题不能绕着走、推
诿扯皮，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有甘
当苦力的奉献精神。

一位来自沿海地区的学员表
示，在基层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是遇到难题
躲着走，还是迎难而上主动出击？我
们不能把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
要多接烫手山芋，主动投身到各种
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
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
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
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用实
实在在的奋斗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学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新中国峥嵘岁月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
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顽强奋斗。”

在 2019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
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
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斗争历程，
深刻总结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
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恢弘
实践，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的干部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重大
意义，从坚定斗争意志、把准斗争
方向、明确斗争任务、掌握斗争规
律、讲求斗争方法等方面，科学回
答了新时代的干部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登

高望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思想
深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是指引我们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
遵循，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和年
轻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指引。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今天，我们党要
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前进道
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
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
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
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
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
程。马克思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
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
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
容易了。”我们不怕风险，怕就怕承
平日久，缺乏斗争意志，嗅不出敌
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换句
话说，斗争精神不足，斗争本领不

强，就不能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
目标任务。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全党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充分认识
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
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
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政治勇
气和强烈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推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国
防和军队进行重构性改革，以雷霆
万钧之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
层次、根本性变革。这些工作都要有
斗争精神，正是不断发扬斗争精神，
才有了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
性变革。

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整体上
是好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面对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一些干部
特别是年轻干部，还存在斗争精神

不足、斗争本领不强的问题。有的有
软骨病，不愿斗争；有的有恐惧症，
不敢斗争；有的有无能症，不会斗
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集中解决好
的问题。其中，首先要坚定斗争意
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一支队伍，如果失去了斗
争意志，是非常可怕的，离危亡也就
不远了。坚定斗争意志不是好斗，而
是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
时，我们骨头要硬，不能胆怯、不能
当逃兵，要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在
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
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
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
前敢于坚决斗争。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
看襟度。”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
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
争本领，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
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长才干、壮筋
骨，我们就能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不
断成长，以今天的奋斗成就明天的
光荣！

（载9月4日《人民日报》）

发扬斗争精神 坚定斗争意志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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