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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党政要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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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
23日，世界政党政要纷纷致电致函，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值此您再
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之际，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
举行，充分体现了您崇高的政治威
望，展现出在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
高度团结。本次大会所作出的各项
决定将助力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目标，不断提升中国国际
地位。我愿继续同您开展建设性对
话和紧密协作，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衷心祝您身
体健康，诸事顺遂，在崇高的岗位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

南非非国大主席、总统拉马福
萨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通过您向新
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致以良好祝
愿。中共二十大为中国党和国家开
启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非国大
十分珍视两党关系，在阁下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与非国大关系日益深
化，感谢中共给予我们支持和引
导。相信中共将同世界进步力量一
道，持续推动实现世界公平正义与
和平发展。

阿根廷正义党主席、总统费尔南

德斯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在
消除贫困、科技创新、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等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极大改
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世界各
国树立了学习榜样。祝愿习近平
总书记领导中国沿着发展和繁荣的
道路继续勇毅前行，再续辉煌、再创
佳绩。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席、
总统基尔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长期
以来为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和
南苏丹提供的宝贵支持。我和南苏
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将致力于同您
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推动南中两
党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以实现两
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充分彰
显了您的崇高威望和9600多万名中
共党员对您的坚定支持。您坚定带
领伟大中国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相信这一目
标一定能够实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
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您的当选证明了全体中国人民
对您的高度拥护。我愿与您共同努
力，进一步深化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

示，中共二十大的选举结果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信任与拥
护。近年来吉中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吉
方愿继续同中方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表示，中共二十大充分表明，
中国人民完全信任自己的领袖，完全拥
护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国
家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和增进人
民福祉的政策。我们愿同中方持续开展
内涵丰富、高度互信的对话。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
席、政府总理夏巴兹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人类事业的各个
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
总书记为建立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全
球治理体系以及弘扬各国真诚友好的合
作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
主席、政府总理欧尔班表示，诚挚祝贺
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匈中两国关系也取得卓越成果。匈
方高度评价两国间建立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同中
方的合作。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毛里求
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主席莱斯琼加德，
巴西社会民主党主席阿劳若，塞拉利昂
人民党总书记科罗马等。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10月
23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越
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通伦，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来贺
电或贺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同志当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金正恩表示，欣悉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您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谨致以最
热烈的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党和人民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
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同志继续肩负领导中国共产党
的重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
和全体中国人民始终不变的信任、支
持和期待。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
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必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取得光辉胜利。当前，朝中两
党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无论形势如
何变化、面临何种挑战，都始终坚定
有力地引领着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愿同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顺应时代要
求，共同擘画引领朝中关系实现更加
美好的未来，大力推动两国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衷心祝愿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在领导中国党和
人民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取得更
大成就！

阮富仲表示，在您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之际，我谨代表越共中央
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
祝贺。我十分高兴并衷心祝贺中共

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大会着眼中国
长远发展和成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战略规划
和目标任务，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并取得
创新发展。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中国全党和全国人民必将完成
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标，早日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中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十分珍视并
高度评价您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对
越中关系给予的真诚关心和巨大贡
献。我始终高度重视并愿同您一道，
继续关心指导双方各层级、各部门、
各地方，贯彻落实好高层共识，推动
越中睦邻友好与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为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
根本长远利益，为本地区乃至世界
的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作出贡
献。我期待早日同您再次见面，就
重大战略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
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为两国关系未
来发展指明方向。

通伦表示，值此您再次当选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我十
分高兴代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
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并通过
您向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致以兄
弟和同志般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
意！您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
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充分体现了
中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您作为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作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英明领
袖的高度信任和无比敬重。中共
十八大以来，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性地形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
得新成就、创造新辉煌。您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
重大理念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
认同和普遍支持，已经并将继续为世
界和平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我
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下，兄弟的中国人民将胜利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更
伟大的成就！我愿同您一道，进一步
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引领推动新时代
老中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
入发展、开花结果，为两国和两国人
民创造更多福祉，共同推进伟大的
社会主义事业。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欣悉您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谨向您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中共二十大受到国
际社会关注。我们相信，在您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
续取得新的成就。您带领中共中央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
理论和实践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里程碑。中国和古巴是
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政治互信、
友好合作、亲密无间是两国关系的显
著特点，古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
之间的关系堪称典范。我重申，我愿
同您一道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对上
述关系的政治引领，使之不断拓展和
完善，从而促进两国的可持续发展和
两国人民的福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
进程不可逆转、充满生机。衷心祝愿
您身体健康并在这一重要和崇高的
岗位上取得新的更大成就。谨向您
并通过您向全体中共党员和中国人
民致以兄弟般拥抱和最崇高敬意。

朝鲜越南老挝古巴领导人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感受时代脉动 凝聚奋进力量
——新闻媒体记者“二十大时光”蹲点采访报道综述

■新华社记者 白瀛 王鹏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全国各
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奔赴祖国各地，
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共度二十大
时光，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全面反
映各地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大的
热烈反响，生动呈现来自基层一线
与二十大同声共鸣的故事，深刻展
现全国各族人民爱党护党跟党走
的坚定决心、对国家繁荣稳定发展
的满满信心。

记录伟大变革，展现非凡成就

10月16日一早，中国日报记者
张余到高铁涿州东站采访时深切
感受到，一座高铁站折射出的是新
时代神州大地的气象万千。“简捷
的乘车手续、不断提升的高铁速
度……科技的发展已经融入生活
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新时代的活力
与激情。”张余说，“有采访对象表
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持
续推进，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
会，也让他们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
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记录时代风云、与时代共进
步，记者们的蹲点采访充分展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巴朗山翠峰如簇，岷江水蜿蜒
而下，在四川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
村拐了一道急弯。山水交汇处，坐
落着映秀熊猫山泉水厂。

新华社记者江毅了解到：“这
个昔日地震震中的小山村，在全国
援助下已将山泉水销往10余个省
份，靠绿水青山赋予的财富走上绿
色发展道路。村民们表示，要永远
感党恩、跟党走，按照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求稳
步前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10月的之江大地，金桂飘香。
农民日报记者朱海洋走进浙江台

州方林村。这个村庄曾因主要道
路到处是窟窿被戏称为“石路窟”，
如今道路宽敞干净，服务设施一应
俱全。朱海洋说：“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
一幅大美画卷，也是一座新闻富
矿，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用心用情
去挖掘。”

在中新社记者陈选斌的笔下，
四川凉山州会理市的19个世居民
族，依托石榴产业共同发展进步。
“我们爬大山、进厂房、登物流车，从
石榴产业入手，寻找更鲜活、更多元
的新闻素材。我们努力做出能记录
伟大时代的新闻产品。”陈选斌说。

和人民同呼吸，和时代共进步

革命老区井冈山深处，山路蜿
蜒，峰峦连绵。

人民日报记者朱磊一头扎进茅
坪镇神山村，和村民上山抬竹，下田
浇水摘菜。“小小神山村，折射出中
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也正演绎着
中国农村的未来。”朱磊说，“这次采
访让我体会到，深入田间地头，贴近
干部群众，就会对党心民心同频共
振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
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新闻工作
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
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情讴歌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

16日上午，新疆塔城地区裕民
县第一小学内气氛庄重而热烈。
“从老师们那坚定的眼神中，我真
切读出了他们对边疆教育事业的
拳拳真情。”与师生们一起收看党
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的光明日报
记者李慧说，“老师们表示，将用实
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教
书育人岗位上笃行不怠，让孩子们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历史使命。”

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经济

日报记者吴浩和一线工人一起度过
难忘的“二十大时光”。“工人们不断
精进技术，用‘铁与火’奏响青春之
歌，在光影之间绘就奋斗画卷。他们
虽然平凡却心怀‘国之大者’，这种精
神状态深深打动了我。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要做一
名忠实的记录者。”吴浩说。

在福建龙岩培斜村，当地乡亲
通过富有时代特色的物件，为工人
日报记者李润钊讲述身边的时代故
事。“走进乡村、走近基层、亲近群众
的采访过程，让我收获颇丰，也激励
我要继续站稳人民立场，不断记录
下那些流淌在人民心中的美好时
光。”李润钊说。

讲好中国故事，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青年报多路记者采写出多
篇充满创新活力的全媒体新闻作
品，“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媒体，我
们要通过高质量的融合报道传播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好新时代青年
故事，满足新时代青年的精神文化
需求，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
流思想舆论贡献力量。”中国青年报
社总编辑张坤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
新格局”。大会期间，中央和地方媒
体统一开设“二十大时光”专栏，推
出了许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融媒体精品力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让我
们深感责任重大。”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中心地方新闻部编辑于梦洋
说，“我们将在未来继续练就过硬本
领，坚持守正创新，精心打造特色栏
目、网站、融媒体品牌，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一篇篇报道、一幅幅照片、一段
段视频……连日来，参与蹲点的记者
满怀激情，齐心协力，共同展现新时代
的壮美气象。

据新华社电

摄影 本报记者 杜建雄 孙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