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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始终冲锋在办案一线，多次在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

拥护，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相信人民，

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

要勇担职责使命，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为平安中国建设

贡献力量。”

　　庆祝大会现场，同样来自公安战线的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临颍县公安局皇帝

庙派出所指导员、二级警长陈晓磐几乎全程

都眼含热泪，深深地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而自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直以

来在实际工作中践行的理念。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深感责任如山。今后，我将立足本职

岗位，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化解社会风

险，做实‘一村一警’工作。”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受邀参

加庆祝大会的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林昊

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荐明是一名有着39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曾身披戎装的他对“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自己的理解。“今

后，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退役军人及家

属的就业创业帮扶工作，引导他们积极投身

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践中。”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南省宝丰县赵

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是一位地地

道道的农民。身为全国致富榜样，他带领乡

亲们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的小康之路。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马豹子浑身充满

了干劲儿。“作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会

做好本职工作，关键时刻站出来，带头走在

最前面，努力实现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奔向新的美好生活！”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

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58岁仍活跃在调解一线的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四川省长宁县司法局硐底司法所所

长吴诗华一直将“不懈奋斗”作为座右铭。在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他对

“奋斗”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要无愧于党和国家给予我的荣

誉，进一步提升调解专业技能，继续展现司

法行政新担当新作为，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和司法行政事业贡献力量。”

　　星光不问赶路人，历史属于奋斗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漳州市实验

小学党委书记兰臻几天前刚刚参加了“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获得‘七一勋章’的都

是平凡英雄，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

党和国家的事业。这种无私奉献、不懈奋斗

的共产党员精神，使他们成为最亮的一颗

星。他们是战斗在最基层、最平凡岗位上的

共产党员楷模，是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

样。我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获

得者，只是尽职尽责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党却给了这么高的荣誉。这份荣誉不

属于我个人，更多的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义

务教育工作者，是党和人民对义务教育工

作者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在今后的日

子里，我将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

继续前行。”

　　“作为一名党员，能有幸见证这一历史

时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经历。”庆祝大

会结束后，中国法学会会员部会员工作处副

处长李跃文仍难掩激动。“我们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法学研究、法治实

践、法律服务、法治宣传等各项工作全过程。”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百年苦难辉煌，百年风雨兼程。中国共

产党带领亿万人民，以一种新的社会实践、

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在

百年历史中写下不朽传奇。

　　“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

斗。”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山东民杰律师事

务所党支部书记王宝军深受鼓舞。多年来，

王宝军始终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发展，充分

发挥律师事务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党的领导是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回到工作岗位以

后，我要继续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法律专业作用，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不久前，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检察

院党总支荣获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该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三级高级检察官刘

福平已入党28年，此次作为代表来京参加庆祝

大会。能够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刘福平心潮澎湃。“我从事检察工作

30年，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投身党领导下的

国家检察事业，见证了中国检察事业的巨

大发展。作为基层检察院，我们一步一个台

阶，取得了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这些成绩的

取得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全体潮安

检察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百年大党，百年华章。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已然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新起点，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必将创造新的更大辉煌，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参与记者：朱宁宁 秦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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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全球多国的政党政府领导人及媒

体界、学界人士都致以热烈祝贺。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的光辉历程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开启下一个

百年辉煌新征程，并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盛赞建党百年光辉历程

　　回首百年，从1921年建党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到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领导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

党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成就，并

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属于全世界所有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

的人民的庆祝日，具有世界意义。

　　连日来，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俄各界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国各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并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俄新社6月26日发表题为“史无前例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100年里取

得哪些成就”的文章，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塔斯社6月29日对“七一勋章”颁授仪式进行了报道，并指出勋章

获得者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

战斗意志、坚韧不拔，就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为党和人民

作出卓越贡献。

　　斯里兰卡共产党、人民阵线党、自由党、统一国民党等12个朝野主

要政党近日以视频方式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并

现场宣读斯朝野政党共同签署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贺函。

　　巴基斯坦负责扶贫事务的总理特别助理、正义运动党参议员萨

尼娅·尼什塔尔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许多人类历史上独

一无二的成就。尤其在脱贫方面，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中国脱贫攻坚的经

验，将根据巴实际条件向中国学习，争取不断推进减贫事业发展。

　　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在接受包括《法治日报》在内的

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得到民众的拥

护，主要原因是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使命，引领中国经济

迅速发展，推动民众生活大幅改善。西原春夫访问中国89次，至今还

清楚记得40多年前到中国访问时看到的情景。他说：“仅仅40多年，中

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了不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

际，中国国内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我完全能够理解民众喜悦的心情。”

　　英国《经济学人》6月26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令

中国实现历史巨变，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共产

主义旗手。

发展理念令全世界受益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自身的命运和未来

紧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国立于引领世界发展的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辉煌成就带给全球多国政党、政府启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理念和治国理政经验也令世界受益。

　　6月28日，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表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取得伟大成就。俄应系统地学习中国经验，尤其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革新、不断

发展并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经验。

　　斯里兰卡各政党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事，也是包括

斯里兰卡在内的全世界广大政党和民众的共同盛事。他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共交流合作，学

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西原春夫说，中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在国内大规模蔓延，显示出中国治理模式的优势。他

还高度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面对众多全球性课题，今后国际社会需要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下携手应对。

　　日本立宪民主党前副党首、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近藤昭一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为邻国提供了参考。”

　　俄罗斯“公正俄罗斯-争取真相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对中国共产党愿意分享治党治

国经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

和平稳定作出巨大贡献。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穆盟（谢）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因代表巴参议院9个政

党领导人表达了巴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祝贺，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

验值得巴政党学习。

　　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近日发表题为“为何中国共产党会赢得人民支持”的文章，指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出多边主义的强有力声音。此外，文章还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治理模式，并称世界可从中国崛起中借鉴经验。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认为，如果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些什么，

首先就是每个国家和社会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发展和繁荣之路。

期待下一个百年新征程

　　国际社会纷纷表示，相信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政府交通部长魏家祥表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追求进步，经

历百年岁月洗礼，卓然屹立且充满生机活力，是世界各国政党的楷模。祝愿中国共产党在下一

个百年再创辉煌。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表示，巴方作为中国的好兄弟、好伙伴，衷心祝福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也期待开启新征程的中国发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俄新社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中国的又一个里程碑。考虑到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越共胡志明市委常委、副书记阮胡海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表示，期待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实现更大发展，为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斯里兰卡－中国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主席阿贝赛克拉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服务人民、实现国家发展方面为各国政党树立了榜样，期待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及全世界的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因此，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视为我们共同的节日，并衷心祝愿我们的中

国同志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新的胜利。”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见证，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智慧及领导人的使命担当，将带领中国走向更

加光明的未来，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参与记者：本报驻日本、俄罗斯、斯里兰卡记者 冀勇 张春友 陈润泽 本报记者 吴琼

王刚 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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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多国政党政要纷纷致电

致函习近平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盛赞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祝愿中国共产

党再创新的百年辉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值此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朝鲜

劳动党全体党员、朝鲜人民并以我个人名

义，向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以及中国

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热

烈祝贺和同志般的亲切问候。中共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中国党和人

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困的

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成功抗击全球公

共卫生危机，极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和国际威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实

现了过去数千年来史无前例的变革和奇

迹，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最正确选择和保证。朝鲜党和

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相信无论发生

何种情况，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紧密团结

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周围，沿着新的胜利

道路全力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卓越成就。朝鲜

劳动党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毫不动摇地把

双方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奋力推向前

进，使之永葆生机和活力。衷心祝愿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身体健康，在责任重大的工作

中取得更大成就！衷心祝愿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中国人

民生活幸福！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表示，值

此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谨向您

并通过您向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致以最诚挚和最热烈的祝贺。192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开启了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新篇章。在过去的一个

世纪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

走向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改

革开放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兄弟

的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当

前，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演变背景下，

越南革新和融入国际事业与中国改革开放

事业都进入关键阶段。巩固和推动越中友

好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

定、日益向好发展，既是历史责任，也是客

观要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

荣。我愿同您一道，继续关心指导双方各层

级、各部门、各地方贯彻落实双方高层达成

的协议和共识，推动越中传统睦邻友好与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祝中国共

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功！祝越中两党两

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取得

更多成果！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通伦表示，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我谨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政府和

老挝各族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

过您向中国党、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

展壮大，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

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始终牢记初心和使

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历经革命和战火洗礼，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伟业。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总书记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成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

坚实基础。总书记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时代发

展潮流，顺应各国共同愿望，获得了广泛赞

誉和认同，正逐步付诸伟大实践。兄弟的中

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证明了以总

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英明和

正确，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蓬勃生机和英雄气概，全面展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磅礴伟力和光

明前景。我们谨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而全面的成就予以最高

度评价和最热烈祝贺，这是我们沿着社会主

义道路推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经验

和巨大鼓舞。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表示，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古共中央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

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证明，在维护国家主

权与独立、坚持理想与信念的前提下实现可

持续发展是可能的。您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

的伟大成就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光荣事业

的延续，代表了社会主义与本国特色和时代

特征相结合的重大飞跃。在您的领导下，中

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

不懈打击腐败、消除贫困，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

勇前进，实行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多边主义

和国际法准则的外交政策。我们感受到了中

国人民对追赶时代潮流、建设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心。贵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充分证

明，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能力与品格使其

不仅能够克服每一个困难与挑战，还能够提

出并实现重大目标。我们坚信，在以您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

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进。古巴新一代领导人

将矢志不渝继承60多年来不断推动古中友

好的政治意愿和人民意愿。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柬埔寨人

民党主席洪森，阿富汗总统加尼，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塞内加尔争取共和

联盟主席、总统萨勒，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

总统卡加梅，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

席、总统基尔，几内亚人民联盟－彩虹联盟创

始主席、总统孔戴，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委

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总统马杜罗，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

尔汉，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

龙，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政府总理哈西

娜，安提瓜和巴布达工党领袖、政府总理布

朗，格鲁吉亚政府总理加里巴什维利，墨西

哥参议长拉米雷斯，黎巴嫩力量党主席贾

加，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宋永吉，葡萄牙社

民党主席里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全国书记

阿切尔博，智利争取民主党主席穆尼奥斯，

加拿大自由党前领袖、前政府总理克雷蒂

安，塞尔维亚前总统塔迪奇等。

国际社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谱华章 赓续奋斗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