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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京盛大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观看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金沙江白鹤滩

水电站首批机组于28日安全准点投产发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白鹤滩水电站是

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是当今世界

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全

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全体建

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

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作出了贡献。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李克强作出批示　韩正出席投产发电仪式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董凡超 在

喜迎建党百年华诞之际，公安部今天隆重举

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国务委

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为

公安部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代表部党委

向在座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部直属机关

592名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部直属机关及全国公安

机关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28日上午9时许，在昂扬的音乐声中，赵

克志为出席颁发仪式的田期玉、刘京、蒋先

进、罗锋、祝春林、刘耀、廖晓村、俞慧钧、苏

志真等9位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并握手致

意。在“七一”前夕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党员的关怀和温暖，对于进

一步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

汇聚全党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持续奋斗的磅礴力量，   下转第三版

公安部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赵克志出席并为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张昊 今

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人民

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举办“我心向党”党史学习教

育检察主题文艺演出。最高检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军出席活动并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副书记李勇参加有关活动。

　　张军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佩

戴纪念章并向老党员们致敬，向受到表彰的

先进党组织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国检察机关全体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诚挚

问候。

　　张军表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

老前辈们，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都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力行者”。向老前辈和

先进典型学习，就要学习他们服从大局、担

当实干的精神，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为党和人民的检察事业担当、力行！每一名

检察人员都要以自己的实干业绩书写好自

己在党史、人民检察史上的一笔一划，以求

极致的精神努力做到“浓墨重彩”。

　　“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

根基和血脉都在人民。人民检察院、人民检

察官，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围绕“向老前辈和先进典型

学习，           下转第三版

以实干业绩书写党史人民检察史上的一笔一划

　　张军出席最高检“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和“我心向党”党史学习教育检察主题文艺演出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在中央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

组合作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

述摘编（2021年版）》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

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

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

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

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

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习近平同志围

绕全面从严治党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

社会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2个专题，共计788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4月27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等220多篇重

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

会晤。两国元首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普京热烈祝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们即将迎来《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

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

何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蔡长春 赵

婕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讴歌百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法治建设、人民司法

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6月28日，最高人民法

院机关举行“辉煌百年路 法治新征程”庆祝

建党100周年干部职工文艺演出，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活动。

　　文艺演出在男声独唱《百年放歌》的嘹亮

歌声中拉开序幕；情景剧《东方破晓映曙光》

以生动的表演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回顾南昌起义、三湾改编等载

入史册的峥嵘岁月；情景朗诵《人民的法官》

讲述了马锡五、尚秀云、邹碧华、宋鱼水、郭兴

利、周春梅等共和国几代英模法官对公平正

义孜孜不倦的追求；小合唱《党啊，法官向您

诉说》唱响法院干警坚持对党忠诚、捍卫公平

正义的使命与担当……整场演出抒发了法院

干警传承红色基因、深耕司法沃土，永远跟党

走的坚定决心。

　　演出以情景史诗方式呈现，4位主持人作

为讲述者，          下转第二版

最高法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干部职工文艺演出
周强等院领导出席观看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张晨 6月28

日上午，司法部召开直属机关庆祝建党100周

年表彰大会，向司法部“光荣在党50年”老党

员颁发纪念章，向司法部受到中央和国家机

关工委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司

法部部长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指出，百年党史是一部丰富生动

的教科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

可泣的篇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以庆祝建党100周年

为契机，切实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的

力量，进一步增强信仰信念信心，坚定不移走

好新时代长征路，以“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为标杆，以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为

榜样，守正创新、埋头苦干、团结拼搏、砥砺奋

进，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和司法行政工作

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唐一军强调，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

力量，就是要感悟思想伟力，强化理论武装，从

百年党史中感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力

量、精神力量和实践伟力，   下转第二版

唐一军在司法部直属机关庆祝建党100周年表彰大会上强调

切实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奋斗

　　在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安全

准点投产发电之际，我对此表示热烈的

祝贺！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

家重大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

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

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你们发扬精益求

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贡

献。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

代是奋斗出来的。希望你们统筹推进白鹤滩

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

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6月28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贺 信

本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今天刊出《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到全面依法治国》，详见六、七版。

□ 习近平就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0周年向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致贺信

□ “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中英文专题网站上线
>>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筚路蓝缕创伟业，初心不忘再起航。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28日晚在国家体育场盛

大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2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回顾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

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夜幕下的奥林匹克中心区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喜庆的中国结灯

饰、醒目的庆祝活动标识、多彩的盘龙式花柱，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喜庆祝福。金光映射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与深蓝色的国

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遥相呼应。

　　国家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中央舞台的巨型屏幕上，金色党徽在红

色幕布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两侧分别书写着“1921”和“2021”金色字样。

舞台最高处，100名礼号手身姿挺拔，两侧旋转布景中，战士的群像岿

然屹立。英姿勃发的青年手捧红色花束，汇聚在舞台中央。

　　19时57分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

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随着激昂深情的歌声响起，绚烂的焰火升腾出“100”的纪年，盛放在国

家体育场上空。舞台上，点点星火汇聚成党徽的图案，拉开演出帷幕。

　　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共分为四个篇章，综合运用多种

艺术手段，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的壮美画卷，热情讴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戏剧与舞蹈《破晓》再现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饱经磨难，无数仁人志

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

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一篇章“浴火前行”，以情景舞蹈《起义　起义》、歌

舞《土地》、戏剧与舞蹈《长征》、情景大合唱《怒吼吧　黄河》、合唱与舞

蹈《向前　向前　向前》等节目，生动展现在大革命的烽烟中，在艰险的

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沙场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浴血奋战、淬火成钢的伟大历程。

　　打破了一个旧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建设一个新世界？第二

篇章“风雨无阻”以舞蹈《开国大典》开篇，回顾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年代。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情景合唱与舞蹈《战旗美如画》

呈现抗美援朝的激战场面，讴歌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炽热情怀。在

慷慨激昂的唱腔中，戏曲与舞蹈《激情岁月》生动描画王进喜、史来贺、

雷锋、钱学森、焦裕禄等一批先锋模范的奋斗群像。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人民富起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回答。在第三篇章“激流

勇进”中，舞蹈《春潮澎湃》把春天的故事铺展在希望的田野，歌舞《特区畅

想曲》跃动着特区“先行先试”的时代脉搏，情景合唱与舞蹈《回归时刻》欢

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诗朗诵与合唱《跨越》讴歌西气东输、西电东

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重大国家工程。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表现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

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合唱与舞蹈《行进的火炬》让人们重温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神舟七号飞船发射等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第四篇章“锦绣前程”展开一幅新时代的壮阔图景，回顾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讲述闽宁镇、十八洞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宣

示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胜利。情景交响歌

舞《人民至上》再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场举国动员、上下同心的

全民战“疫”。情景歌舞《强军战歌》通过多军兵种一体化实战演习的纪

实表演，展示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阔步前进的豪迈

姿态。诗朗诵与合唱《强国力量》展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鼓乐歌舞《新的天地》，一面直径

10米的巨型大鼓和一百面大鼓在空中鼓舞，百名号手奏响号角，大气

磅礴、焕然一新的画面，展示了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描绘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感召中华儿女自信前行。器乐、童声合唱与

舞蹈《命运与共》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奏响的心灵和鸣。

　　“领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伴随着主题曲《领航》的旋律，高达16米的

金色党徽庄严升起，光芒四射。歌声、掌声簇拥出10面巨型红旗，迎风招展。

“无论多远，你都在我们身旁，信念永恒，初心不忘。人民就是江山，写就你

使命担当……”灿烂的焰火又一次点亮夜空，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文艺演出结束，全场起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观看演出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杨洁篪、杨晓渡、

张又侠、陈希、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李瑞环、贾庆林、张德江、俞正

声、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尤权、曹建明、张春贤、

沈跃跃、吉炳轩、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

朗杰、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李斌、巴特尔、汪

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和王乐泉、

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仪、曹刚川、刘延东、李源潮、马凯、   下转第二版

  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2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