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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中朝迎来建交70周年纪念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当天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
致贺电。

专家指出，70年间，中朝两国风
雨同舟、并肩前行。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主义
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的引领下，中朝以建交
70周年为契机，势将推动双边关系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1949年10月6日，中朝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这在两党两国关系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
雨表示，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朝双方始终风雨同舟、并肩前
行，中朝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
略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 6月 20日至 21日，习近平
总书记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不

仅实现了中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建交
70周年重要节点的历史性互访，而且
也是短短15个月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
正恩委员长第五次会晤，书写了中朝
高层交往又一佳话。

长期以来，在中朝两党坚强领导
下，不论是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争取
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
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两国人民都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结下
了深厚友情。

建交 70 年来，中朝两党两国一
直保持着高层交往的传统，双方在文
化、教育、科技、体育、民生等领域保
持着交流合作。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国党和政府积极致力于发展中朝关
系。

杨希雨说，回顾中朝关系70年历
程，有4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即坚持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
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
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
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
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

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这不仅是过
去70年间两国交往的重要经验，也是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遵循。”

分析人士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中朝应继续加强战略沟通和交
流互鉴，为中朝传统友谊赋予新内涵，
加强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为中朝关
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加强沟通对话和
协调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开创新局
面。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着密
切往来，双方都支持对方国家的社会
主义建设，就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保
持沟通。9月初，朝鲜国庆71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前不久，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金正恩委员
长也表达了祝愿。”杨希雨说，中朝领
导人之间的频密接触，有助于规划好
中朝关系发展蓝图，把握好中朝关系
发展方向。

当前，中朝两国正通过实际行动，
落实好业已商定的合作项目，拓展两
国民间友好往来，扩大各领域交流合
作，服务两国发展事业，增进两国人民

福祉。
与此同时，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
两国各自发展需要和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方始终做
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对话和谈的推动
者，长治久安的贡献者。中方支持朝
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
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脑
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
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杨希雨说，只要各方相向而行，探
索符合各自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就
能推动半岛问题有关对话进程取得成
果。

“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
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专
家表示，正如《中朝友谊之歌》歌词中
写的那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
方不忘初心、携手共进，必将开启中朝
友谊崭新篇章，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
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朝关系七十年：

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深入人心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上接1版）
新中国70年巨变的根本原因，70

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
示，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起航，必须高举
旗帜、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京市第八中学
校长王俊成说，“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
有用人才。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学生心中，
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中国70年巨变最伟大的力量，
就是同心合力。

新中国之所以能不断攻坚克难、开
拓前行，关键就在于中国人民始终同舟
共济、团结一心，凝聚起如钢似铁、坚不
可摧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民用短短70年将一个积贫积弱、百废
待兴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统一、繁荣
富强的新中国，身为一名中国人我对此
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来自香港的兰
州大学2019级新生林世鸿说，“我相
信，在我们新一代青年的共同努力下，
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不管前进路上有多少风险挑战，只
要我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国力量
就无比强大，我们就能跨越一切艰难险
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走在“民族团结”方阵中，就读于中
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维吾尔族小伙
子伊力尔江·哈力克感觉温暖幸福。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他说，尽管排练很辛苦，但自己感觉无
比荣耀，“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让所
有的苦和累都化为动力。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我要贡献自己的力
量，与各族人民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

和梦想”。

奔跑，把圆梦的辉煌写在未来

辉煌载入史册，征程更加辉煌。在
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逐梦征途中，
中华民族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

“爱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要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命
运结合在一起。”被授予“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高铭暄已是91岁高龄。他说，“我
身体还可以，还要继续工作，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和法学界的同仁们一道，推
动我国法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为我国
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
力。在“创新驱动”方阵中走过天安门
广场，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
学院学生辛文昱深感重任在肩。

“正是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
神，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中国智
造’成为国际市场的闪亮名片。在未
来，我也要用自己的所学，助力国家的
科技发展走上新台阶。”辛文昱说。

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巍巍
“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为我们坚定信心：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假期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
医师文川说：“少年儿童的健康是健康
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不断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保障儿童健康尽
职尽责，就是我能献给祖国的最好礼
物。”

“我与祖国共命运！”北京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本科生袁诗意说，“2019年
10月 1日是新中国70华诞的伟大日
子，也是我的生日。作为辉煌历史的见
证者和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一定会用实
际行动爱国报国，为祖国的未来书写更
加精彩动人的华美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上接1版）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值此朝中建

交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
人民，向总书记同志，并通过总书记同
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
最诚挚的祝愿。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建交具有划
时代意义。70年来，朝中两党、两国人
民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

中始终同生死、共患难，历经岁月洗礼，
书写了伟大的朝中友谊历史。当前，朝
中关系步入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
关键时期。坚决继承朝中友谊这一优
秀传统，实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
复兴，是我和朝鲜党、政府坚定不移的
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紧密携手，按
照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巩固和发
展令世界羡慕的朝中友谊，用友好和团
结的力量坚定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坚定
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上接1版）

千余场文艺活动讴歌新时代

9月19日下午，南岸海棠烟雨公
园，在渝中半岛宛若水墨画般的美景映
衬下，“我爱你中国——欢跃四季·舞动

巴渝”2019重庆市广场舞全市集中展
演举行。经过层层选拔出的24支队
伍、576名选手同台竞技，为观众献上
了一场精彩的舞蹈盛宴。

“24个自选舞蹈作品类型丰富，包括
民族民间舞、古典舞、流行舞、健身舞等多

种舞蹈形式，舞蹈内容既具有娱乐健身
的特点，又具有示范推广的价值。”中国
文化馆协会舞蹈委员会主任委员曹锦扬
表示，重庆通过编排富有地方特色和符
合大众审美的广场舞作品，既讴歌了新
时代，又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已举办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文艺活动千
余场，覆盖全市所有区县。巴渝儿女用
美术、歌舞、戏剧、书画、摄影等多种艺
术类型，唱出新中国富强赞歌，舞出新
时代幸福生活。

（上接1版）
新闻报道及网络文章在网上引发

“围观”，有的文章点赞数甚至突破“50
万+”。网友在文章后面的“神”回复更
是成为一道风景：“我从16岁开始自由
行，全国基本都玩遍了，只有3个地方
让我再想去一次，第一就是重庆，第二
是西安，第三是张家界，风景是真美。
真的想找个重庆的哥哥做老公，定居重
庆啊”“中国最友好最不排外最耿直的
城市——重庆”“重庆人太热情了，1号
那天打车去朝天门，堵车40多分钟，司

机没有抱怨，还一路热情交谈。晚上回
酒店打不到车，找不到地铁站。有个市
民很热心一路跟我们解释，带我们到地
铁站口，自己去乘别的车回家。爱了爱
了”“重庆被游客评为最有魅力的旅游
城市不是没有道理的，种种旅游方面的
举措和服务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很好
的地方，很好的人，重庆人对外地人真
的好好，好客重庆，我爱重庆”……

“温馨提示”让外地游客很有获得
感，而为此付出的本地市民的态度也让
人亮眼，一些脑洞大开的回复更是引发

全网爆笑：“好的，我已经在家躺了3天
了，祝外地游客在重庆玩得开心，什么
时候可以出门了，给我发个通知”“晓得
了，不要紧到起说了，我妈也不会这样”

“我今天才走200多步，我真没有出去”
“我晓得了，3天了我都是半夜出门觅
食，还不够自觉吗”……

“重庆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城市，风
趣的重庆话让我们笑了很久很久，重庆
市民的幽默诙谐、热情好客也让我们非
常感动！为重庆点赞，为重庆市民点
赞！”“魔都囡”在文章中写道。

“注重全方位服务，于细微之处做
精做细管理服务，提高重庆旅游美誉度
和吸引力，是重庆全力打造旅游业发展
升级版的核心要义之一。”市文化旅游
委副主任秦定波表示，国庆假期，重庆
旅游红红火火，相关部门积极联动，发
布“温馨提示”，反映出“以游客为中心”
的服务意识正在全市形成广泛共识。

秦定波表示，为营造良好的旅游环
境，全市上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做到了
措施有效、工作得力、心中有数，全力保
障假日文化旅游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