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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百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一座庄重大气的
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在首都北京正式开馆。

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亲切关怀指导下，各参建单位
和有关方面艰苦奋战、顽强拼搏，协同
攻关、精益求精，共同完成了这座展示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

从此，我们党有了永久性、综合性
的党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
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
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在此浓缩定
格，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从党史中汲取不竭力量，百年大
党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昂首奋进崭新
征程。

谋深虑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重大决策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是一段浓缩的
历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到江西于
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贵州
遵义会议纪念馆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
地……遍布全国各地的红色场馆，串
联起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镌刻下革
命精神的鲜明标识。

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福建古田、
陕西延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各地调研考察期间，多次赴革
命纪念馆参观，重温党的初心使命，引
领全党全社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如
何更好地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思索
谋划。

此前，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我们
依托已有的博物馆、展览馆，组织策划
重大主题展览，起到展示伟大成就、凝
聚党心民意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我们
党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座以党史为主
线、全景式展示党矢志不渝奋斗之路的
永久性展馆。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建
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展览馆建设要同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相吻合，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和其中蕴含的伟大奋斗精神，
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顽强奋斗
的伟大历程”；

“要充分发挥展示、纪念、宣传、教
育、研究等综合功能”；

“要着眼于教育年轻人，讲好中国
共产党故事”；

……
习近平总书记对展馆建设工作高

度重视，亲自谋划、亲切关怀，多次听取
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指示，深刻指明展
览馆的意义和定位、功能和作用、内容
和形式，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应该建在
哪里比较合适？

在对地理位置、场馆高度、周边环
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位于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旁的一块预留文
化用地，进入选址视野——

这里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既是
城市重点功能区，又与古都北京壮美的
中轴线遥相呼应。中国科技馆、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国家级文

化设施比邻左右，文化氛围浓郁。
确定了展览馆选址后，一系列工作

紧锣密鼓向前推进。
2018年元旦刚过，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
在单位餐厅吃饭时，接到了第二天去中
央宣传部开会的通知。

“作为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一名
党员，得知有机会参与这个重大政治任
务，我非常激动，迅速组织团队投入到
紧张的设计工作中。”邵韦平说。

7家国内顶级设计单位接到了任
务，大多数都由院士领衔，组建最强队
伍参与设计方案投标。经过数轮竞争
选拔、深化设计，3家单位的方案进入最
终比选阶段。

2018年4月，北京中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展馆建设方案

汇报。在听取了几个方案的设计思路
后，总书记明确指出，“建筑风格要庄重
肃穆，具有殿堂般的仪式感；要与时俱
进，别具一格，与目前的展馆相比让人
眼睛一亮”。

传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经
典建筑的文化基因，采用传统柱廊式
结构，形成简约、大气、质朴的建筑风
格；细节造型上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特
征；内部结构符合时代对展馆的功能
要求，实现纪念性、传承性与实用性的
有机衔接……

最终，60多年前曾设计了人民大
会堂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方案脱颖而出。这家设计院成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主设计单
位。一张张设计图纸，逐渐铺陈开美
丽的画卷。

攻坚克难
——工程建设者群策群力、

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党
报国的忠诚本色

2018年 8月26日，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举行奠基仪式。9月10日，工
程正式开工。

此时，距离党的百年华诞，只有两
年多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承载重大使命的工程，对于所有参建单
位来说都是严峻考验。

一路与时间赛跑——
工程开工后，基坑施工需要每天运

出1万方土，相当于800辆渣土车的运
量。从每天下午6点开始，川流不息的
渣土车不断进出基坑，一直工作到凌晨

四五点才停歇。
炎炎夏日，施工期适逢钢结构安

装，工人们坐在烫手的钢梁上，把近40
万条螺栓逐一焊接；

在寒冷的冬季施工期，建设者在廊
柱外围搭好脚手架，每日从早到晚爬上
爬下，奋力作业。

100天完成 105万立方米土方外
运，45天完成2242根基础桩施工，提前
15天实现15万平方米地下结构封顶，
提前12天实现主体建筑结构封顶……
参建单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
面对标工程建设的安全、质量、进度、成
本目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施工纪录。

“冒严寒、战酷暑，不计得失、不辱
使命，我们把对党的热爱化作了强大工
作动力。”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王恒
动情地说。

一路与困难斗争——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同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发生聚集性疫情，首都防疫警报再
次拉响。

疫情影响的不仅是人员施工，也影
响着建材调运。如何在坚持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的前提下保障工程建设，是一
道亟须破解的难题。

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加大统筹力
度，指导和督促工程管理团队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建设。通过全员核酸检测、
严格封闭管理、划分区域减少接触、实
行分餐制等一系列举措，将疫情影响降
到最低。

在此期间，为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
进度，许多同志放弃春节等节假日，奋
战在工程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党报
国的忠诚本色。

石材选择，是工程建设中的一个难
点。

为了寻找合适的汉白玉石材，相关
团队奔赴全国各地的矿坑实地查看石
材质量。从石材大小、曲直、粗细、密度
等方面多次论证，最终选定四川雅安夹
金山脚下的汉白玉。

夹金山，正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过的
一座雪山。“党史展览馆选用夹金山附
近出产的汉白玉，恰是我们党革命精神
的延续和传承。”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建筑工程总承包事业部副部长刘
晗说。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设是项
系统工程，先后有200多家单位、近5万
人直接参与。从组织到协调，从设计到
施工，从生产到运输，从安装到呈现，有

关部门和参建单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形成了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中宣部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加
强统筹协调，精心论证方案，做好周边
规划，同步研究推进党史展览和文物征
集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
直管理局、北京市等大力支持、全程参
与，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工程代建方、设计方、施工方、
监理方、咨询方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组织中
央美院、清华美院、中国美院、鲁迅美
院、中国美术馆等全国知名艺术团队，
精心创作完成重大主题雕塑工程。

——四川雅安、福建泉州、贵州安
顺、湖北恩施、湖南安化、浙江东阳等
地积极协调落实石材木材，用心保质
加工。

……
工程建设期间，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多次深入施工现场，研究推动重点工
作，协调解决重大事项，有力指导推动
了工作开展。

一个细节，可见工程建设和艺术创
作中的精益求精——

广场上的大型主题雕塑由数百块
石材拼接而成，人物脸部等各方面细节
都不能有明显纹理瑕疵。为了达到最
佳整体效果，每一块石材都历经千挑万
选，光是石材粘合胶剂就进行了约500
小时的科学检测，从多种样品中选出最
合适的一款。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建设进展
情况，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2020年9月29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听取了工程
建设和展览情况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突出主题主线，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为一条红线，展示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强调要建成一个
神圣殿堂，成为共产党员受教育受洗礼
的精神家园，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的教育基地，成为党史研究和宣
传的权威阵地。

2021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又
主持召开会议，审议党史展览方案。会
议强调，要通过有代表性、说服力的展
览元素，讲清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背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历史必然性，讲清楚党的守正创新、与
时俱进。

谆谆嘱托、殷殷期盼，转化为参与

建设同志的强大动力。
调配最优秀力量加入工程建设，成

功解决基坑工程、隔震工程、高大廊柱
建造等一道道施工难题；

为了使外立面达到最佳效果，在工
地现场做了3个1:1的样板段，现场认
真研究比选；

主题雕塑创作团队先后组织30多
次创作稿审定和无数次泥稿修改调整，
每一个人物的姿态造型、道具服饰都反
复推敲、力求精准；

……
寒来暑往，日夜兼程。
2021年 5月 5日，历经近1000天

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竣工
落成！

继往开来
——牢记初心使命、不负人

民重托，从百年党史中凝聚起风
雨无阻向前进的磅礴力量

6月18日，在社会各界期盼的目光
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开馆。
当天下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
到这里，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从空中俯瞰这座大气恢弘的展馆，
整体呈现“工”字形，寓意我们党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外观采用传统的
柱廊式结构，充分传承中华建筑方正端
庄、质朴大气的传统精髓。

展馆东西两面立有28根廊柱，象
征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
新中国。南北两面各6根廊柱，体现美
好的愿望和寄托，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昂扬
风貌。

广场上，五大主题雕塑雄伟矗立，
震撼人心。

大型党旗雕塑《旗帜》气势如虹，深
刻反映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
量。《信仰》《伟业》《攻坚》《追梦》四组大
型雕塑分别对应“四个伟大”主题，276
个人物与583块汉白玉融为一体，人势
与山势相依，庄重、巍然，讲述着中国共
产党一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奋斗历程。

“东面两组雕塑，采用站立式‘宣
誓’‘前行’的群像，体现建设伟大工程
的坚定信仰，推进伟大事业的伟业丰
碑。西面的两组雕塑充满动感，体现进
行伟大斗争的攻坚克难，实现伟大梦想

的昂扬激情。”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马锋辉说。

拾阶而上进入展馆序厅，由100块
漆板拼接而成600平方米的《长城颂》
巨幅漆画壮丽雄浑。穿梭于群山峰峦
中的长城，盘旋而上、起伏蜿蜒直入云
海深处，气势雄壮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是
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画面中漫山红叶艳映长城，烽火
台屹然挺立，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
时，给人以向上升腾之感，焕发出生生
不息的力量。”《长城颂》漆画创作者、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程向军说。

作为单体规模大、功能全面、地位
重要的国家级展览馆，无论是风格样
式、结构外观，还是功能设计、内涵底
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都生动展示
了党的使命抱负、真切反映了党的时代
风采。

上世纪50年代，美术名家常沙娜
参与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经典
建筑设计。6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常沙
娜再次“出山”，亲自带领团队设计了展
馆外立面的柱头、柱础、额枋、花格墙以
及铜门、馆徽方案，为展览馆的艺术创
作锦上添花。

“我是1964年入党的老党员，能够
将自己对党的热爱与所从事专业结合
起来，为党的百年诞辰献礼，我很骄傲、
很自豪。”已90岁高龄的常沙娜说。

展厅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吸引着参观者的目
光。展览共分为四大部分，通过2600
余幅图片和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全
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整个展览以两个“历史决议”和党
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了
权威、客观、科学、严谨呈现。在大纲起
草、展陈布展、文物实物征集中，全程邀
请党史领域专家参加，反复征求有关部
门和单位的意见，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
肯定。

这是一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园，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和革命精神教育的重要场所。

近 15 万平方米的主体建筑面积
中，近三分之二辟为展览空间，除主题
展览外还将开设专题展览。

展馆内部，专门设立的主题邮局将
为前来参观学习的观众提供邮政服务，
通过方寸天地铺展历史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展馆主题邮局将启
用特殊邮编“100100”。它不仅记录着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落成于建党100
周年之际，也寓意着中国共产党向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勇往直前。
建筑，是时代的风貌。从延安时期

的中央大礼堂，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
政协礼堂，再到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
馆等，都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见证、革命
精神的鲜明标识。

如今，雍容大气、气势磅礴、独具一
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祖国
大地上又一座标志性建筑、首都北京又
一座红色地标。

犹如一部立体党史书，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记录着一个百年大党砥砺
奋进的峥嵘岁月，也聆听着一个古老民
族迈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铭记历史，激励当下，昭示未来。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引
领亿万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据新华社电 伊朗内政部长法兹
利19日宣布，司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
在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法兹利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莱希获得近1793万张选票，得票
率近62%，赢得此次总统选举。

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以及另三名
总统候选人当天向莱希表示祝贺。

莱希1960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
圣城马什哈德，2014年被任命为伊朗
总检察长，2019 年担任伊朗司法总

监。他在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中强调，
将把打击腐败作为当选后施政的重要
任务。关于伊核协议谈判，莱希表示，
如果有利于伊朗民众的利益，他将继
续支持谈判。

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于18日举
行，共有4名候选人竞选总统。伊朗总
人口8000多万，此次大选有超过5900
万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据伊朗内政
部公布的最终数据，参与投票的选民超
过2890万。

易卜拉欣·莱希赢得伊朗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央宣传部联合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社科院、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共同摄制24集大型文献专
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将从6月20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
时段播出。

该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实事求是，
注重史论结合，全面展现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辉煌
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入反映党团结带
领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豪情让
中华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使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即将播出

青 史 如 鉴 耀 千 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设纪实

人
们
在
上
海
中
共
一
大
纪
念
馆
前
排
队
等
待
参
观
。
（
新
华
社
发
）

▶上接1版 展厅内，2600余幅图
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浓墨重彩
地反映了我们党不懈奋斗史、不怕牺
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
建设史。

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
年——

清政府为支付《马关条约》巨额赔
款发行的借款债券、敦煌藏经洞被盗取
的《金刚经》、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
主要不平等条约……看着这些展品，习
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沉思良久。

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
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这就是‘歪把子’。”习近平总书
记指着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机枪展
品，深有感触地说，“日本人先用迫击
炮、山炮打一通，然后用‘歪把子’‘三
八式’冲锋。那时咱们和他们拼刺刀，
伤亡比都是三比一、四比一。武器不
行，牺牲很大。”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
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
的道路，也为暗夜中寻求复兴之路的中
国送来一缕曙光。

在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前，习近
平总书记停下脚步，指着玻璃展柜里

的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
本手稿等文物问道：“这些是复制件
还是原件？”

得知手稿都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多
方收集到的原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那很珍贵。”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把这
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

在南湖红船复原景观前，习近平总
书记仔细观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时全国58名党员名录、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重要文件，细细感
悟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时的初心。

这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华
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
社会变革。

我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开凿红旗渠、建
设塞罕坝……一件件展品、一段段史
实，仿佛让人们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糕点包装纸、玻璃汽水瓶、铁皮饼

干盒、搪瓷缸、缝纫机……习近平总书
记指着一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物
件”，笑着说：“这些东西现在都算文物
了吧？”

98抗洪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动
情地说：“最难忘的就是抗洪了。”时值
世纪之交，“抗洪、港澳回归祖国、加入
世贸组织……这几件都是大事”。

这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

祝融号火星车模型、山东舰航母战
斗群模型、高铁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看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
同发力，不断改变中国的面貌，习近平
总书记不时点头。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习近平总
书记停下脚步：“现在这里面的8条，精
简会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
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
要反复讲、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他坚定
地说。

展览结尾部分，专门设计了一条
“时空隧道”。大屏幕影像通过选取
1921、1949、1978、2012、2020年 5个
重要时间节点，在光影变幻中展现我们
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3400延米展线，1个半小时时间。

在参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回望
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强
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
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
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
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看这个展览，还要下点功夫。就
算走马观花走一走，也得一个多小时。
仔细看一看，温故而知新，还是很有启
发教育意义的。我们学党史，到这里来
学一学，很好。”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史展览馆六层红色大厅内，灯光
璀璨，庄严肃穆。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带领中央领导
同志和党员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永不叛党。”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
大厅，久久回荡。

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示，这是接续
奋斗的再出发。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
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中国
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