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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用人生浇灌着理想，用岁月描绘着信
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是千千万万党员的
缩影。”“基层党员是什么样，党在群众心中
就是什么样。”⋯⋯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
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
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从他们身上汲取前
进动力，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
洁奉公，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不断把为
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基因
具有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这是“七一

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鲜
明的标识。

34 岁的吴光香是沂蒙山根据地景区解
说员，当她通过电视直播看到马毛姐坐在轮
椅上获颁授勋章时，眼眶湿润了。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
表彰对象用人生浇灌着理想，用岁月描绘着
信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是千千万万党员
的缩影。”吴光香说，他们的事迹鼓舞着自
己，继续做好红色解说员这份砥砺精神、传
承信仰的事业，把感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作为一名“00 后”党员，浙江农林大学本
科生何卓京说，“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无不秉持赤诚的信仰
坚定前行，是新时代青年党员学习的楷模。

何卓京说，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党员
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经常利用寒暑假深入
基层开展服务“三农”实践。“我相信，一次次
农村调研中积累的知识能更好助力我们青
年大学生未来发展。我更坚信，有了崇高而
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莘莘学子的青春答
卷必将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铺展。”

践行为民宗旨 解群众之所难
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这是“七

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共同的追求和境界。

6 月 29 日上午，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黄
文秀生前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50 岁的村民班统茂身着民族服
装，来到新的村部办公楼，和乡亲们一起收
看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从贫困户到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班统茂

觉得自己的好日子是文秀书记带来的。不
久前，班统茂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
也想像文秀书记一样，为村里的发展尽自己
的力量。”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
先 ”表 彰 对 象 中 ，不 乏 扎 根 基 层 的 党 员 干
部。他们数十年坚守在基层一线，急群众之
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得知自己的同行们获得了如此高规格
的表彰，新疆师范大学驻新疆莎车县达木斯
乡依其拜勒提村第一书记助理、已驻村两年
的赵士城非常激动：“我将以他们为榜样，扎
根基层，把工作做进群众心坎里。”

赵士城所在的村子位于昆仑山深处，曾
是深度贫困村，去年整村脱贫。“基层党员是
什么样，党在群众心中就是什么样。”34 岁的
赵士城说。

忠诚履职尽责 一生许党报国
忠诚履职尽责，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共同特质。
在 35 岁的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儿科主

治医生魏涛薇眼里，此次获得表彰的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自己所在医院的原副院长路生
梅是她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上的一面旗帜。

“路医生数十年如一日站在患者角度考
虑问题是我最感佩的。”魏涛薇表示，“她用
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履职、什么叫医者仁
心。”

对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2019 级学生唐杰
而言，他的榜样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湖南
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他在焊工岗位奉献 50 多年，集丰厚的理论
素养和操作技能于一身，多次参与我国重大
项目焊接技术攻关，攻克数百个焊接技术难
关，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唐杰刚刚代表四川省参加了 2021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
力，获得全国一等奖。“我要秉持艾师傅‘做
事情要做到极致、做工人要做到最好’的职
业信念，以技报国，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唐杰说。

“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
追可及。”47 岁的制药领域科研人员、上海市
优秀共产党员左亚军说，“我们要从‘七一勋
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身上
汲取前进动力，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
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
绩。”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坚定理想信念 汲取前进动力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对象先进事迹激励党员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 29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
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多
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面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理
念，将鼓舞全党全社会向功勋党员学习，激励广
大人民群众续写新时代壮丽篇章。

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
员唐纳德·鲁沙布瓦说，百年来无数中共党员为
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作出巨大贡献与牺
牲，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功勋党员的充分
肯定，将激励更多党员和群众作出更大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评论员图兰拜·库尔班
诺夫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面总结了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
献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中国共
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
拉哈米亚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迈进，这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离不开
中共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
琦认为，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要归功于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信仰，为理想前仆后继，坚韧不拔、
不畏牺牲。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
蒂诺斯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
上，将继续为中国人民服务，推动国家不断走向
繁荣。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奥
斯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未来取得
更大成功的关键。

波黑中国问题专家法鲁克·鲍里奇说，“七
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人们对
中国的发展也抱有坚定信心。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各行业公会执行
主任李桂雄说，“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是中共党员的杰出代表。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伟大政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辉
煌成就，创造了伟大奇迹。

沙特中国问题专家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巴
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
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与广大人民
群众紧密相连，始终为人民谋幸福，这值得各国
政党学习借鉴。

菲律宾时事评论员张兴万说，颁授“七一勋
章”对所有为国家福祉和人民利益作出贡献的
中共党员来说都是莫大激励。相信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
邦·苏尔约诺表示，“七一勋章”获得者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值得学习，为杰出中共党员颁授勋章，
将激励更多人不懈奋斗。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表示，中国
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相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将越
来越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
实现。

（参与记者 张玉亮 李东旭 胡冠 蔡
国栋 张修智 冯俊伟 袁亮 明大军 刘
锴 闫洁 唐璐 余谦梁 郑世波 林昊 汪
平 吕迎旭 尚昊）

鼓舞全社会学习功勋党员 激励续写新时代壮丽篇章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等致
电致函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热烈祝贺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各项
事业取得巨大发展和进步，不仅彻底改变了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为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表示，值此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中国在经
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取得巨大新成就，在
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应对当代全球性威胁和挑
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党际交往是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相信，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开
展建设性对话。衷心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取得新的成就。

埃及总统塞西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
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为建设现代中国奠基立
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
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成就，这
体现了中共领导层的言而有信和中国人民的坚
定决心。埃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提升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广阔的前景。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总统洛伦索表
示，中国为安哥拉各领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特
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方提供了
大量宝贵帮助。安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深化
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与合作。

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表示，刚果共和国愿
同中方一道努力，巩固和深化两国间业已存在
的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共同落实好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科摩罗复兴公约党名誉主席、总统阿扎利
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美丽的
中国必将持续繁荣，始终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

缺的一员。愿与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努力，推动
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表示，厄瓜多尔高度重
视厄中关系，期待不断加强两国传统友好合作
关系。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愿继续加强卡
中战略伙伴关系，巩固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更
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政府总理伊姆
兰·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我坚信，在习近平
总书记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必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袖、政府总理拉贾
帕克萨表示，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为
中国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积极变化，将
中国推向全球领导地位。

阿富汗民族联盟主席、民族和解高级委员
会主席阿卜杜拉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
精神深深鼓舞了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习近
平总书记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多米尼克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表
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稳步推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上打赢脱贫攻坚战，
并取得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伟大成就，为其他国家和
政党树立了典范。

牙买加工党领袖、政府总理霍尔尼斯表示，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既
体现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为数以亿计
的中国人民摆脱贫困。

所罗门群岛我们的党领袖、政府总理索加
瓦雷表示，所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期待所中两党进一步加

强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叙利亚统一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哈立图表

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站在中国
人民斗争事业的最前沿，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
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篇章，涌现出无数勇于
斗争、敢于牺牲的杰出榜样，取得了伟大的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

黎巴嫩自由国民阵线主席巴西勒表示，黎
巴嫩自由国民阵线密切关注涉疆、涉港问题的
进展，支持中国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谴责外部
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信中方有能力捍卫国家
主权。

突尼斯民主爱国人士统一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朱姆尔表示，中国取得各项成就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人的巨大付出，离不开中国人民对中国
共产党的衷心拥护。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乔拉古表示，值
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罗社会民主
党愿继续保持两党交往势头，造福两国人民并
为更广阔的欧中合作贡献力量。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中国成
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表示，祝愿中
国共产党不断发展、进步，并在引领中国经济发
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蒙古民族民
主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巴哈马进步自由党领
袖戴维斯，巴西民主工党主席卢皮，奥地利共产
党主席霍普夫加特纳，挪威工党主席斯特勒，德
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前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
尔，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中央常委、前众
议院议长马哈拉，阿富汗人民轨迹党政治委员会
主席斯潘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社会
民主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国会议员麦格尔，乌克
兰议会对华关系议员小组联席主席苏尔基斯。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等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我驻多国使领馆、海外留学
生和华侨华人近日举办研讨会、座谈会、文
艺演出、展览等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29 日举办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与新时代中俄关系
研讨会，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国家杜马第
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代所长马斯洛夫及俄主要政党和学术界代
表与会。中国驻俄大使张汉晖在致辞中表
示，过去一个世纪是中苏、中俄关系在曲折
中发展、逐渐成熟的百年。今天的中俄合作
蓬勃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国际
社会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 29 日举办庆祝建
党百年视频座谈会，旅葡侨界、中资企业和
留学生代表参会。中国驻葡大使赵本堂表
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始终为人类
社会谋和平与发展。数十位与会代表结合
亲身经历，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表达海外游子爱党爱国之情，承
诺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动中葡两
国传统友好关系世代永续。

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梁建全 29 日在拉
首都里加主持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的发展和中拉关系新机遇”线
上座谈会，来自拉政界、经济界、智库、媒体、
高校等机构的代表参会。梁建全说，中国共
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本国实际，带
领中国人民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中拉建交 30 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自身发展，也为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驻洛杉
矶总领事馆承办的“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主题图片展日前正式上线。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事张平发表视频致辞说，希望本次图片
展有助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
解。了解中国，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
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美几
十年交往的最大启示是，两国虽然社会制
度、意识形态不同，但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

同利益，双方完全可以超越分歧，寻求合作
之道。

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与英国
共产党西北区委日前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活动。来自英国共产党、英国

《晨星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等的代表及当地华侨华人参加了
线上线下活动。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
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中国人民
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中国共产党能
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英国共产党
总书记格里菲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扫除文盲、确保
妇女和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等事业上取得巨
大进步，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最近取得的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胜利。

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日前举办“回
首百年光辉路，共写奋斗新篇章——留日学
子红色经典传诵线上晚会”，5 万余名观众通
过直播平台观看了晚会。晚会以革命先辈
在日本的活动足迹为主线，通过纪录片、微
电影、舞台剧、诗朗诵、歌曲演唱等形式再现
了革命先辈探索救国道路的艰辛，展现了他
们忧国忧民、追求进步、坚韧不拔、舍生忘死
的毅力和信念。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发表
视频讲话说，日本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
命先辈曾经留学求索的地方，有许多学习党
史的红色资源，希望留日学子传承红色基因，
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巴西北京文化交流协会和坎皮纳斯州
立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百年峥嵘 世纪风华
——海外儿女百篇征文向党献礼”文艺作品
展，主办方共收到百余篇诗歌散文等作品，
并于近日在网络和报刊上连续展示。巴西
圣保罗华星艺术团主办“献给建党百年”云
端文艺活动，通过朗诵、歌曲、舞蹈等多种形
式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驻圣保
罗总领事陈佩洁表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一员，广大海外侨胞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
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中华民族必将迎
来伟大复兴。

（参与记者 李奥 温新年 郭群 黄
恒 孙晓玲 梁希之 郭丹 宫若涵）

我驻外使领馆、留学生和华侨华人
举办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6 月 30 日，参观者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参观红船模型及多媒体场景重现。近日，位于浙江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红船起航”主题展
览日均参观人数超过 10000 人次。南湖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红船起航”主题展览由“救亡图存”“开天辟地”“光辉历程”“走向复兴”4 个部分组成，全面
展现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