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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10月 20日在浙江乌镇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

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
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
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

习近平向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记者 黄凡 文波 见习生
文露漪）10月20日，由广东省盆景协会
主办的“第十二届粤港澳台盆景艺术博
览会”在古镇镇中国灯都盆景园开幕。三
件参加“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简称“北京世园会”）展出并获奖的
盆景作品，也在现场亮相供游客观赏。

盆景《上下五千年》引行家赞叹，这
是在北京世园会国内室内展品竞赛中
获特等奖的作品。该作品是一棵高110
厘米的榕树桩，作者是新生代岭南盆景
艺术家。作品构思来自王羲之草书的笔
意，艺术造型为画意型盆景的极致——
悬崖型。榕树为南方常见树种，生命力
顽强，景树以垂枝连接上下两部分，象
征承上启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另外
一幅特等奖作品《春意盎然》和金奖作
品《红情绿意》均用岭南常见的三角梅
树种造景，在观赏期时满树红花，鲜艳
夺目；褪尽花叶时则尽显植物风骨。

展览现场展出各式盆景逾400件，
黄杨、白蜡、罗汉松、朴树、九里香、柏树

……各式树种制成的盆景争奇斗趣，观
众边看边拍照，忍不住发出阵阵赞叹。
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
苏放表示，这次盆景艺术博览会相比往
届，水平更高，展品量更多，规模更大。
特别彰显了“岭南派”盆景的地方特色。
参展的作者“新面孔”多，呈现出新的个
性。苏放说，由于参展精品较多，除了获
金、银、铜奖的作品外，其他不少未获奖
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本次博览
会组委会会长、广东省盆景协会会长黄
远颖介绍，粤港澳台盆景艺术博览会是
目前国内展出水平最专业的盆景展览
会之一,展会搭建了展销平台和交流平
台，通过展示、拍卖、现场创作评比等活
动，多方面弘扬岭南盆景文化。

当天有约万名观众入场参观。梁女士
和同事专程从佛山市南海花卉城赶来参
展，参展之余她还购买了一些微小盆景。

古镇镇共举办过两届粤港澳台盆
景艺术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10
月28日。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欣琳 通讯
员 钟轩）为庆祝中山市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以下简称“中山市友协”）成立30
周年，10月19日至20日，该协会特意
组织约50名海内外嘉宾参观考察明峰
医疗、明阳智能、咀香园等中山知名企
业，古镇灯饰等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深中
通道中山登陆点，让嘉宾们从产业发
展、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
等不同角度加深对中山的了解。

在明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讲
解员介绍了公司情况、主要产品、技术
优势等内容，参观团中的日本守口市市
长西端胜树听得十分认真。守口市是中
山的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西端胜树上
任后积极推动两市密切友好交往，三次
到访中山。参观了解后，西端胜树表示，
守口市拥有销售高端技术产品的企业，

希望今后能把他们介绍给中山。
参观队伍里，还有许多具有桑梓情

怀的海外乡亲。这些知名乡亲应邀担任
中山市友协的海外特邀理事，一直热心
为中山扩大对外交流牵线搭桥，积极组
织国际交流活动。此次专程回乡参加活
动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名誉主席萧孝
权，日前促成15位来自秘鲁的警官在中
山开展为期两周的研修培训。

据了解，在中山市委、市政府和社会
各界以及海外特邀理事、理事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中山市友协成立30年来，致
力于扩大中山对外友好交往的国际朋友
圈，至今已与17个国际组织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同时促成中山与5个国外城市
正式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4个国
外城市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促成中山3
个镇区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盛世中华，国之大典。

铁甲雄师滚滚向前、排山倒海，受

阅官兵步履铿锵、军威雄壮，游行群众

群情振奋、喜悦自豪……10月1日，20

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

行欢庆共和国 70华诞，全球瞩目，喝

彩不断。

“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

礼乐交融”——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

是国之大典，绽放出风雨兼程、砥砺奋

进的璀璨光辉，激荡着不忘初心、团结

拼搏的爱国情怀，凝聚起共建和平、奋

斗追梦的磅礴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庆祝活

动是在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朝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奋进的一次伟

力凝聚；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征程上，全体中华儿女对共

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示；是在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

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

于世界东方，并且愈发蓬勃、愈发健强

的一次盛大亮相。”

盛世盛典，启迪未来。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让我们高擎爱国主义伟大旗

帜，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奋进力量！

■伟力凝聚——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近14亿中国人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
向前，今日之中国如初所愿

10月19日，秋日长空下，天安门
城楼雄伟壮美。

天安门广场上，标有“祝福祖国，
1949-2019”的巨大花篮，引得无数游
人拍照留念。来自山东的李先生谈起
国庆当天盛况，仍难掩激动：

“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重温那一
刻。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无比自豪！”

诚如斯言，10月1日天安门前那
壮阔一幕，早已深深镌刻在亿万国人
心中，点燃华夏儿女澎湃的爱国热情。

气势如虹的盛大阅兵，意气风发
的群众游行，欢潮如海的联欢晚会
……一系列催人振奋的庆祝活动，恰
似打开一部70年奋进岁月凝成的华彩
典籍。

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组成的群
众游行，就像流动的史诗，勾勒出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
的奋进征程。

无论是“阅兵首次借助仿真模拟
系统”“气象全方位全天候加密观测系
统”等诸多运用尖端科技的庆典保障
服务，还是高铁、大飞机等国之重器的
展示……这场庆典处处彰显着祖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120
元，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
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拥有世界上最

完备的工业体系；从缺衣少食到即将
实现全面小康，告别千百年来的绝对
贫困问题……今日之中国，巍然屹立
在世界东方。

庞大的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划
出祝福共和国70华诞的美丽彩带，也
留下跨越70年的时代剪影。

《西班牙日报》网站文章如此赞
叹：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国庆阅兵
已是天壤之别！

2019年国庆阅兵，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
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
次整体亮相，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制
造，40%为首次亮相。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元帅的女儿
贺晓明动情地说：“看到新时代人民军
队的威武雄壮，想起共和国70年的非
凡历程，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盛大的典礼其实也是对70年成
就的一次总体检阅。”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人民艺术家”王蒙深信，“新中
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新中国的成
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
我创作的主题。”

有过多少奋斗拼搏，就有多少豪
情激荡。

千里奔涌，万壑归流。今日之中
国，正不断汇聚起澎湃的伟力。

这伟力，源自中国共产党坚强有
力的领导。

阅兵式中，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习
近平驱车行进至受阅部队最前方的党
旗、国旗、军旗前，面向旗帜行注目礼。
阅兵式上，《人民军队忠于党》乐曲排
在了阅兵式正式演奏音乐的第一首。

群众游行时，一首歌曲万众齐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
书记金民卿认为，这次盛大的庆祝活
动有力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
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关键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才能有这么强大的组织力”。

党兴国兴，党强国强。
无论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找寻光明

之路，还是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无论是改革出发前的举旗定
向，还是迈进新时代的稳舵领航……
始终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号”
巨轮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这伟力，源自人民作为国家主人
翁所迸发出的无穷干劲。

“中国人的日子好不好，你去看群
众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那就是最好
的回答！”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
戎鹏强由衷感慨。

攻关不止的科研人员，加班加点
的工薪族，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不辞辛
劳的快递小哥……参加群众游行的人
们，共同绘就亿万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豪情万丈、奋发有为的宏阔图景。

千人交响乐团和千人合唱团联袂
献艺，气势恢宏的大规模“快闪”合唱，

“人民万岁”的礼花夜空璀璨绽放……
10月1日晚的联欢活动美轮美奂、令
人赞叹。

“这是一场行云流水、酣畅淋漓的
艺术盛宴！这是伟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
伟大奇迹！”谈及筹备近一年的国庆广
场大联欢，总导演张艺谋感叹道：大部

分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在天
安门广场“嗨”起来，真切表达幸福感和
获得感，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

这伟力，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在探索、开创、发展中越走越宽广。

宽阔的长安街上，历史的车轮滚
滚而过，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也标记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砥砺奋进
永向前的伟大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
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由之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说。

■豪迈宣示——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全体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必将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站在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的今天，
更需要感怀筚路蓝缕的来路，更需要
铭记不懈追求的梦想。

细心的人可以体会到，“我和我的
祖国”歌唱“快闪”、“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型成就展”、表彰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一系列庆祝活动
筹办精心细致、饱含深意，始终高扬着
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始终贯穿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线。

梦想召唤，初心不改。
逐梦路上，英雄辈出。

》》》下转02版

凝聚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启示录

10月1日，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港参加巡游。当日，约300名香港市民以游船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华社 发

中山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海内外
嘉宾考察中山

加深了解 促进合作

第十二届粤港澳台盆景艺术博览会开幕

三件世园会获奖盆景亮相古镇

海内外嘉宾在明峰医疗参观。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