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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粉碎台獨圖謀 共創民族復興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大會7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包括
兩岸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要和衷共濟、團結向前，堅決
粉碎任何 「台獨」 圖謀。

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習近平表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

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要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識」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習近平強調，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要和衷
共濟、團結向前，堅決粉碎任何 「台獨」 圖謀，共創民族復興
美好未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據中通社報道，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表示，
習近平的講話，展現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
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告訴台灣島內的少數 「台獨」
分子，不要抱有任何 「台獨分裂」 的幻想，任何 「台獨分裂」
都會自取滅亡。

此外，張文生指出，這次講話也展示了大陸方面處理台灣
問題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 「九二共
識」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也是給台灣當局一條出路，
要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回到 「九二共識」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
立場是不會變的，中國人民的立場是不會變的，在維護國家主
權、維持國家領土完整的這個核心立場上，是不會有任何妥協
的，台灣當局必須回到這個立場。

張文生表示，講話中也強調，實現祖國統一，實現民族復
興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移的奮鬥目標，是任何阻力、任何力量

都阻擋不了的，不管是外來勢力也好，或者是島內的少數 「台
獨」 分子也好，都不可能阻擋這個歷史進程。希望台灣當局看
到，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則亡，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決
心、信心和能力，是不可阻擋的。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雖已圓滿結束，但在
人們心中留下無盡的沸騰。

7月1日凌晨3點多，境內外媒體有序抵達北
京天安門廣場。記者們本以為自己是最早到的一
波，然而，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只見
現場，已有不少首都各界代表方陣穩居於指定位
置，眾多年輕的志願者穿行其間，維持現場秩
序。長安街上，不時傳來整齊響亮的踏步聲，顯
然各路兵種方隊已在現場操練多時。

在萬眾矚目之中，隆隆的禮炮聲宣告大會漸
入高潮。教練機拉出10道絢麗的彩煙，引發了現
場第一波熱烈的歡呼潮。隨後，習近平總書記的
講話帶領人們深刻審視、回顧發生在中華大地過
去100年的歷歷場景，並憧憬着奔向第二個百年

目標的輝煌大路。現場不時響起熱烈掌聲與歡
呼。這就是人民的心聲。

大會結束時，現場很多方陣的觀禮嘉賓久久
不願離去。從他們激動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到他
們澎湃的心潮和沸騰的情緒。那一刻，愛黨、愛
國，是那樣生動地寫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最後，
他們的目光隨着10萬羽和平鴿與10萬個氣球，緩
緩地飄向了遠方，帶着滿是信心的期望。

如果說大會開始時的絢麗 「彩煙」 象徵了百
年來中國在各個領域的發展和崛起，那大會結束
時的 「白鴿」 就可視作中國對外一貫的和平主
張；如果說天安門廣場上濃麗的夏日陽光象徵着
喜迎建黨百年的當下時空，那聽了習近平總書記
講話後，人們興奮的表情則映帶着彼此心中那份
強烈的榮光。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彩煙和平鴿齊飛 掌聲歡呼聲共鳴

••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天安門廣場的東西
兩側各佇立兩側各佇立5050面面
紅旗紅旗，，整齊劃一整齊劃一、、
鮮艷奪目鮮艷奪目，，也將天也將天
安門廣場映襯得更安門廣場映襯得更
加喜慶加喜慶

四個100激動人心

100100面紅旗面紅旗

••2929架直升飛機架直升飛機，，拼出了拼出了 「「100100」」的形的形
狀狀，，穩穩地從天安門廣場上空飛過穩穩地從天安門廣場上空飛過，，
現場觀眾看到這一幕也為之沸騰現場觀眾看到這一幕也為之沸騰

100100字編隊字編隊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周年大會周年大會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陳列陳列
在廣場邊的禮炮在廣場邊的禮炮，，整整放了整整放了100100響響

100100響禮炮響禮炮

••禮兵隊伍以整整禮兵隊伍以整整100100步步
的齊步走的齊步走，，整整整整100100步步
的正步走的正步走，，再整整再整整100100
步的齊步走出場步的齊步走出場。。心中心中
有信仰有信仰，，腳下便有力量腳下便有力量

100100步正步步正步

15架殲20同框 彰顯空軍新戰力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7月1日上午在北京
天安門廣場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習
近平指出，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
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 「教師爺」 般頤指氣使的說教。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絕不允許
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
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習近平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
籌推進 「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
展，推進科技自立自強，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依法治國，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
系，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
強盛、中國美麗。

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擁有在5000多年歷史演進中形
成的燦爛文明，中國共產黨擁有百年奮鬥實踐和70多年執
政興國經驗，我們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
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
「教師爺」 般頤指氣使的說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

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昂首闊步走下去，把中國發展進步的
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設一流軍隊 捍衛國家主權
習近平表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加快國防和

軍隊現代化。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堅持黨指揮
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
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軍隊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勳，

是保衛紅色江山、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強柱石，也是維護地
區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
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黨對人民
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政
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把
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以更強大的能力、更可
靠的手段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中國新發展 世界新機遇
習近平表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不斷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
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

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前途命運，
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
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習近平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高舉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
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以中
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
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
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合作、不搞對
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

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歷史車輪向着光明的
目標前進。

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民是崇尚正義、不畏強暴的人
民，中華民族是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
國人民從來沒有欺負、壓迫、奴役過其他國家人民，過去
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
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
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
得頭破血流。

妄想欺負中國
必將頭破血流

絕不允許外力壓迫 14億人築鋼鐵長城

現場特寫

慶祝大會六個感人瞬間慶祝大會六個感人瞬間

瞬間
❶

瞬間
❻

••和平鴿展翅和平鴿展翅，，氣球騰空氣球騰空，，全全
場上下共同唱起場上下共同唱起《《歌唱祖歌唱祖
國國》：》： 「「五星紅旗迎風飄五星紅旗迎風飄
揚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歌
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從今走
向繁榮富強……向繁榮富強……」」 一遍又一一遍又一
遍遍，，久久不願離去久久不願離去

合唱嘹亮合唱嘹亮
經久不息經久不息

••飛機編隊破空而來飛機編隊破空而來：：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萬歲萬歲！！」 「」 「偉大的中偉大的中
國人民萬歲國人民萬歲！！」 「」 「偉偉
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萬歲萬歲！！」 「」 「全國各族全國各族
人民大團結萬歲人民大團結萬歲！！」」
四幅巨幅標語四幅巨幅標語，，說出說出
全國人民心聲全國人民心聲

••青年青年，，代表着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代表着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共青團共青團
員和少先隊員代表集體致獻詞員和少先隊員代表集體致獻詞，，最後大家齊聲高最後大家齊聲高
呼呼：： 「「請黨放心請黨放心，，強國有我強國有我！！」」 這是對歷史做出這是對歷史做出
的莊嚴回答的莊嚴回答，，也是對未來許下的錚錚誓言也是對未來許下的錚錚誓言

••在大會觀禮台上在大會觀禮台上，，一位白髮一位白髮
老人將家中三位已故親人的老人將家中三位已故親人的
照片舉在胸前照片舉在胸前。。 「「多想讓你多想讓你
們看看今天這一幕們看看今天這一幕，，多想和多想和
你們共同見證中國共產黨百你們共同見證中國共產黨百
年華誕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年華誕這個激動人心的時
刻刻！！」」

瞬間
❸

見證百年見證百年
告慰故親告慰故親

••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並發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並發
表重要講話表重要講話，，代表黨和人民代表黨和人民
莊嚴宣告莊嚴宣告。。鏗鏘有力的話鏗鏘有力的話
語語，，擲地有聲擲地有聲，，現場爆發出現場爆發出
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一一
次又一次經久不息次又一次經久不息

瞬間
❹

莊嚴宣告莊嚴宣告
擲地有聲擲地有聲

•• 「「偉大偉大、、光榮光榮、、正確的中國正確的中國
共產黨共產黨，，萬歲萬歲！！偉大偉大、、光光
榮榮、、英雄的中國人民英雄的中國人民，，萬萬
歲歲！！」」 聽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聽到習近平總書記的
講話講話，，全場觀眾自發起立全場觀眾自發起立，，
揮舞着一面面鮮艷的黨旗揮舞着一面面鮮艷的黨旗、、
國旗國旗，，歡呼聲此起彼伏歡呼聲此起彼伏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
道：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大會正式開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
中梯隊飛越天安門上空，進行飛行慶
祝表演。氣勢恢宏的空中梯隊擺出
「7‧1」 「100」 字樣的造型，隨後

10架飛機組成的編隊由東向西從天安
門廣場上空飛過拉起 「彩虹」 ，藍、
黃、紅交替的拉煙絢爛多彩。

7月1日上午約7時58分，隨着呼
嘯而至的轟鳴聲，觀禮嘉賓不約而同
地仰望長空。率先飛過的護旗梯隊飛
機下面懸掛鮮艷的黨旗，引領整個梯
隊飛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
大的中國人民萬歲」 「偉大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萬歲」 「全國各族人民大團
結萬歲」 四句護旗梯隊標語，將最美
的祝福送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據了解，為了防止巨幅旗幟尾部產生
劇烈抖動，研製團隊選擇航天器降落
傘傘衣所用的一種高強錦絲綢料作為
旗面材料，以適應高速氣流的沖刷。

緊隨其後的是由29架直-10、
直-19飛機組成的 「100」 字樣造型
編隊和由10架殲-10飛機組成的
「7‧1」 字樣造型編隊，場面十分壯
觀。接着15架殲-20戰機分成3個5機
楔隊飛越天安門上空。這是首次有這
麼多的殲-20戰機同框亮相，彰顯中
國空軍新質作戰力量加速生成。

瞬間
❺

▲參加飛行慶祝表演的飛行人員進行試機。 新華社

自發起立自發起立
全場歡呼全場歡呼

瞬間
❷

「「請黨放心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強國有我」」

巨幅標語巨幅標語
破空而來破空而來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大會開始
前的飛行慶祝表演。

新華社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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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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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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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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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網

新
華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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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1日上午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周年大周年大
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中共中央總書
記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話。。這是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這是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