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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
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伟业。”党的二十大描绘
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大会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
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十年砥砺奋进，绘写壮美画
卷。十年来，面对前所未有的风
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
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创
造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这十年，
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
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国内生产
总值从 54万亿元增长到 114万亿
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达 18.5%，提高 7.2 个百分
点，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
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
的！”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党、对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对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中
国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今天，中国人民
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
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对百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
书写新的奋斗历史。前进道路上，
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务
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
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
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

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

业，让我们坚定战略自信。拥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
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
的根本所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深刻表明，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
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确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两个确立”
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
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
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要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深刻领会在新征程上必须坚
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战略布
局、战略举措不动摇，坚定战略
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
斗志，以思想的力量激扬奋进的
力量，以理论的主动把握历史的
主动，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
业，让我们发扬斗争精神。敢于
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
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
斗争赢得未来。新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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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伴随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我们要深
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国内外形势的
分析研判，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忧患意识、
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复
杂局面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
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骨头要硬，敢于出击，
敢战能胜。要把握大势大局，统
筹发展和安全，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见微知著
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增强斗争本领，牢牢
掌握斗争主动权，全力战胜前进
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
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
业，让我们勇于担当作为。大道
至简，实干为要。社会主义是干
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靠实
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
实干。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
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中国式
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
更显荣光。新征程上，我们要锚

定既定奋斗目标，发扬“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敢于担当、善于
作为，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
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
积极应对，集中精力做好我们自
己的事情。要坚持人民至上、站
稳人民立场，想人民之所想，行
人民之所嘱，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只要是人民群众欢迎的
事，再难也要干到底。

现在，我们已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
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
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
加灿烂的辉煌。新的赶考之路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
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我们就一定能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蓝图鼓舞人心，号角催人奋
进。让我们向着新的奋斗目标，
出发！

来源：新华社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党的二十大全面把握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
新期待，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出
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的动员令。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
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
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
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特别是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
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
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这十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
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十年，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协调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
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
生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
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
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
稳、走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我们要
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
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
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
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
未有，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循序
渐进、持续推进；这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
本要求，我们不断促进物的全面
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坚定不移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
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
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在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
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
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实践表明，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
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
的选择。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深
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坚定不移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前进道路上，准备经受
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
验，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
要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始终成为风
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
骨，才能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
时艰的磅礴力量；只有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才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
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
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只有坚持深化改
革开放，才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只有坚
持发扬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迎
难而上，才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
事业发展新天地。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要全面把握中国式
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
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深刻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
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
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
科学性和必然性，坚定不移把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

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夙愿
和期盼，凝结着中国人民的奋斗
和汗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
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
更显荣光。”为了这一事业，无数
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在，我们
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正意气风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党的二十大就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
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蓝图已经绘
就，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志不改、道
不变的决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我们一定能完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历史宏愿，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来源：人民日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河北日报评论员

【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