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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
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
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
意祥云等元素

“七一勋章”使用织物绶带,采
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

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彩丝
织锦等工艺制作

以朴素、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
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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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最高荣誉
“七一勋章”首次颁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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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弘扬功勋模范精
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29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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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强调，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
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
行仪式，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
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习近平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
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
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
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
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颁授
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

8时45分，“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
宾车从住地出发，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
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擎红旗的礼兵
分列道路两侧，18名礼兵在台阶上持枪伫立，青
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
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党和国家
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

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

巨幅红色背景板上，“七一勋章”图案熠熠生辉。背
景板前，18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18名英姿挺
拔的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持枪伫立。

9时58分，伴着欢快的乐曲，习近平同“七
一勋章”获得者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
鼓掌。

10时整，解放军军乐团号手吹响仪式号角，
颁授仪式开始。随后，《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

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隆重表彰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
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奉献，贡献突出、品德
高尚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坚守初心使命、
忠诚干净担当，党中央决定，授予马毛姐等29
位同志“七一勋章”。（决定全文见3版）

2名旗手高擎党旗，1名礼兵手捧“七一勋
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习近平为
“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
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上美丽的鲜花，敬礼
致意。 ▶下转5版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29位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获授党内最高荣誉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
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9日上
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向
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上午11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
平等走到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中间，同
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
织部部长陈希参加会见。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议29日下

午在京举行。陈希在会上说，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会见与会同志，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县委书记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广大
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为榜
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铸牢忠诚品格，
坚守人民情怀，弘扬务实作风，砥砺担当精
神，锤炼过硬本领，保持清廉操守，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北省阜平县委书记刘靖、浙江省安
吉县委书记沈铭权、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书记曾晟、四川省若尔盖县委书记泽尔
登、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委书记马秀兰分
别在会议上发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大力选树先进典型，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更好地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决定，对在县
（市、区、旗）委书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103名同志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
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
为计。”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此时
回望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
时间，意味深长——

风雨百年，青史可鉴。中国共产党无
疑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2012年，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手中。此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国内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关键一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引领中华民
族向着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奋力前行！

千年梦圆
——中国共产党人兑现庄严承

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习近平

“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2012年11月29日，刚刚上任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发出铿锵誓言。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从纵贯千年
的朴素理想，到激荡百年的奋斗历程，全
面小康迎来“建成”的决定性阶段，擂响

“决战决胜”的战鼓。
几天后，习近平总书记选择改革开放

前沿广东，首次赴地方考察。1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深圳莲花山，向邓小平
铜像敬献花篮，并种下一棵高山榕。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在
中国建设小康社会。从此，小康被赋予新
的时代意蕴。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
“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

从广东回到北京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踏雪来到太行山区河北阜平县看真贫。
在顾家台村，他走进村民顾成虎家破旧的
土坯房，心情沉重。

习近平总书记走后，顾成虎发现收到
的慰问品中比别家多了一件棉大衣。“后
来我才知道，那是总书记看到我左袖口破
了，特意让人给加的。”顾成虎说。

“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
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重若千钧。

此后，贫困人口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一场前所未
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

这，是一场任务艰巨又必须打赢的
战役！

当时，中国农村有近一亿人口生活在
扶贫标准线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举——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召开。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在印有党徽的脱贫攻坚责任书上
签下名字。 ▶下转17版

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

本报讯（记者 耿联 顾星欣 陈洁）我们
永远跟党走，风华正茂再出发！江苏省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歌咏文艺演出《永
远跟党走》，6月29日在南京奥体中心隆重举
行。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省政协主席
黄莉新、省委副书记张敬华等领导同志，同约
2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感悟中国共产
党历经百年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共同抒发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奋进新时代的壮志豪情。

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灯光璀璨，洋溢着浓浓
的喜庆氛围。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舞台造型如
船，寓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波澜，从小

小红船发展壮大为巍巍巨轮。舞台上，壮观的冰
屏、巨大的环形高清屏幕、四百组手持屏以及一
千余组数控动能球，闪烁变幻、交相辉映，营造
出盛大壮观的场景。舞台两侧的合唱队、舞台
前方的交响乐团盛装亮相，更显隆重而热烈。

旋律激昂、歌声澎湃，一场充满艺术感染力
的大型歌咏文艺演出《永远跟党走》激情上演。
整台演出以艺术形式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深情
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生动展现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江苏全省上下砥砺奋进、走向辉煌的奋
斗图景，抒发8400万江苏儿女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扛起“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篇章的豪迈之情。
“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出在小女孩清纯

童音中拉开帷幕。整台演出以《开天辟地》《改天
换地》《翻天覆地》《奋进新时代》四个篇章徐徐展
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中的重大时刻、
重要事件，以激动人心的旋律绽放在舞台之上。

整台演出倾情演绎29首歌曲，伴随讲述、
情景表演、舞蹈、杂技、诗朗诵、高空威亚表演等
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史诗般的恢宏场面与工笔
画般的细节勾勒，感人至深。领唱合唱《起义》，
再现党在暗夜里播撒火种的壮举；情景表演唱
《长征》，生动呈现伟大的长征精神；伴随着女声
独唱《英雄赞歌》，舞台上巨大的红旗漫卷，保家
卫国的英雄故事惊心动魄；表演唱组曲《希望的
田野》，呈现改革开放背景下，各行各业的人们
创造美好生活的奋进状态； ▶下转5版

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周年
大型歌咏文艺演大型歌咏文艺演出《永远跟党走》在宁隆重举行

娄勤俭吴政隆黄莉新张敬华等出席观看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本报将推出《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100版特别报道。百版特别报道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为主题，用“同心庆盛典”“奋斗百
年路”“逐梦新江苏”“启航新征程”四大板块，回望100年来江苏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向“党
的盛典、人民的节日”献礼。

告读者

左图：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歌咏文艺演出《永远跟党走》，6月29日在南
京奥体中心隆重举行。本报记者 肖勇 余萍 摄

上图：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上图：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隆重举行。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七一勋
章”获得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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