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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

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

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
深切的牵挂，不变的情怀。亿万人民

在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二〇一九年新年贺
词里，回望一路走来的充实与坚定，畅想
蒸蒸日上的生活，鼓足继续追梦的劲头与
信心。

暖意与热望在中国大地涌动，凝聚着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的澎湃力量。

回望2018，我们在深情牵挂中收
获喜悦

“在四川凉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
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

当听到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时
提到自己的名字，吉好也求和家人激动得
欢呼起来。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2018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来到吉好也求家中，仔细
阅看挂在门口的贫困户帮扶联系卡，了解
一家人的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发展需求
和帮扶措施。

往事历历在目，喜事润泽心田。
“习近平主席把我们大凉山的彝族群

众记挂在心，他的牵挂让人感动。”吉好也
求告诉记者，一年来，村里发生了大变化，
100 多户贫困户全部纳入易地扶贫搬迁，
住房就要完工，预计 2019年春节前就能入
住，新房子有 100平方米左右。

访贫问苦，人民至上。
四川凉山、山东济南、辽宁抚顺、广东

清远……走遍东西南北，不忘困难群众。
“他们真诚朴实的面容至今浮现在我

的脑海。”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深情
地说。

看着电视画面上习近平主席和蔼可
亲的面容，辽宁省抚顺市东华园社区陈玉
芳一家的思绪，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场景。

2018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来到东
华园社区，实地考察抚顺市采煤沉陷区避
险搬迁安置情况。在陈玉芳家，习近平主
席关切地询问搬迁花了多少钱、退休金和
社保能不能按时领取、看病方便不方便、
社区服务好不好。

几个月来，一想起习近平主席嘘寒问
暖的情景，陈玉芳就觉得心里暖融融：“他
的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讲话贴近老百
姓，奋斗为了老百姓。”

大事小情，枝叶关情。
从 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7

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民生
事业的方方面面，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一列进 2018年“民生成绩单”。
在湖南长沙的一家肿瘤医院里，患者

黎芬正在接受靶向治疗。
靶向药赫赛汀从一支 1.7 万多元降至

7200 元，医保还可以报销一部分，这让一
度 因 费 用 高 昂 放 弃 治 疗 的 黎 芬 重 燃 希
望。“党和政府为我们百姓办了好事、实
事。”黎芬说。

在北京通州区运河小学，六年级学生
赵佳乐清晰记得 2018 年春天和习爷爷一
起植树的场景。

“听着习爷爷的新年贺词，我为自己
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感到幸运、幸福。”赵佳
乐说，要牢记习爷爷的叮嘱，从小爱护眼
睛、保护视力，多参加体育运动，像春天栽
下的小树苗一样健康成长。

在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民
宿“百丈农家”的“当家人”黄彭勋，招呼客
人们一起守在电视前，收看习近平主席的
新年贺词。

“忙归忙，但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百
分之二十，挺开心的。”依托红色旅游资源
发展特色农业，老黄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8年，横坎头村过得很充实、走得
很坚定。”横坎头村党委书记张志灿信心
满满。

展望2019，我们在殷切嘱托中畅
想未来

武陵山间，贵州省石阡县五德镇桃子
园村的党员干部们聚在一起，收看习近平
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谈及新年愿望，村支书杨昌勇说：“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农村 1000多万贫困人口
的脱贫任务要如期完成’，让我们看到早
日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希望，乡亲们
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这是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待。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农 历“ 二 九 ”首

日。俗语说，“一九二九不出手”，有着 15
年工龄的出租车司机刘韶山还在岗位上
坚守运营。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
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
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
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在收音机里听
到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刘韶山的眼泪
在眼眶里直打转。

坐在一旁的乘客说：“我正要祝你新
年快乐，没想到习主席的祝福先到了，真
替你高兴。”

“新的一年，我希望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优质服务为百
姓出行提供便利。”刘韶山说。

湖北武汉，瑞雪纷飞。

踏着积雪刚送完一件快递，快递小哥
黄幼华看到了同事转来的习近平主席新
年贺词的链接。橘黄色的路灯下，他反复
读了好几遍。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快递小
哥’，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温暖。”黄幼
华说，“我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很有发
展前景的行业，新的一年，我希望人们的
生活因为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加便利、更
加舒心。”

这是对美丽家园的真情守望。
听到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长

江两岸绿意盎然”，家住长江畔的湖北省
武汉市青山区居民胡昇很有感触。

“我在长江边出生、长大，目睹了青山
江滩由绿变黄，由黄返绿的变化。”71岁的
胡昇说，近年来，国家对长江两岸生态系
统进行整治，让长江两岸焕发新的生机。

空闲时，胡昇老人担任湖北省博物馆
志愿讲解员。他说，新的一年，希望有更
多人自觉行动起来，保护长江“母亲河”，
希望我们共同的家园越来越美丽。

这是对国家安宁的赤诚祝福。
雪域边陲，寒风凛冽。西藏玉麦乡的

牧民央宗在刚搬进的新房里，聆听了习近
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

玉麦被称为中国人口最少乡，进出只
靠一条公路。曾经，一旦大雪封山，这里
就“与世隔绝”。最近，在有关部门关心
下，进出玉麦的公路越拓越宽。

“玉麦可能很快就要告别大雪封山的
历史。”央宗说，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边陲
的和平安宁，才有边民的幸福生活。新的
一年，祝福祖国！

努力奔跑，我们在壮阔征程上书
写奇迹

“2019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
一起拼搏、一起奋斗。”习近平主席的话
语，传遍神州大地，鼓舞人们以追梦人应
有的精气神，走进新的一年。

一个国家的非凡，总是由点滴平凡成
就。中国奇迹的背后，是奋战在各行各业
的人们所秉持的坚如磐石的信心、所付出
的只争朝夕的劲头、所展示的坚韧不拔的
毅力！

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这是习
近平主席所说的“工作很投入、很给力”的
一群人。

“一句认可、一句关怀，落在了我们心
坎上。”江西省新干县堆背村驻村第一书
记黄建军动情地说，“习主席的话，是激励
也是压力，美好生活是靠奋斗得来的，我
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带领村
民脱贫奔小康。”

定时走访了解贫困户需求，打造绿色
农业产业园促进增收，搭建扶贫车间壮大
村集体经济……吃住在村里的这几年，黄
建军有着许许多多的酸甜苦辣。不厌其
烦地到老百姓家里做工作，从不被理解到
逐渐被认可，甚至“村里狗都混熟了，夜访
贫困户时迎上来摇尾巴”，黄建军说，只要
村庄的面貌能够焕然一新，吃什么苦都是
值得的。

基层干部，这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要
倾听心声的一群人。

“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让敢担当有
作为的干部有干劲、有奔头。”习近平主席
的话语，让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庆有西
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金荣心里
热乎乎的。

“党和国家始终关注、关心我们基层
干部，很温暖，很振奋。”王金荣说，“社区
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我们要把习主席的关
心化作动力，把中央的好政策落实好，为
老百姓多办好事实事。”

王金荣说，庆有西里社区将在“一老
一小”上下功夫，为社区老年人建一座食
堂，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为社区的学生
们开设一个“4：30课堂”，实现基层社会治
理的不断创新。

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这是习近平主席
所说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要真诚尊重各种人才，充分激发他
们创新创造活力。”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国家发展的机遇、个人奋斗的荣光，
融汇成动人心魄的时代交响。

“虽然现在这里寒风刺骨，零下 20 多
摄氏度，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我们感到阵阵暖意，倍增动力。我们要抓
紧这不可多得的施工期，希望这条输电线
路工程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为把青藏高原
的 清 洁 能 源 送 往 中 原 大 地 贡 献 一 份 力
量。”在条件恶劣的高原工地，参与青海—
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配套工程
施工的范兵激动地说。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催人奋进，也进
一步激发了我们作为新时代创业者的信
心和动力。”38 岁的重庆誉存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OO陈玮说。

2015 年，已经在美国华尔街联合创立
并管理着多个直投基金的陈玮毅然回国
创业。吸引她回来的，正是生机勃勃、日
新月异的祖国。“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很
多国外金融人士都看中了中国未来将带
来的巨大机遇，我也坚信，自己可以紧跟
国家发展的脚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梦
想。”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紧紧依靠人民，把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从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看人民情怀

新华社北京1月 2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 1月 2日就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市居民楼煤气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
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马
格尼托哥尔斯克市一幢居民楼发生煤气
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

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
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此时此刻，救援行动仍在紧张进行
之中。我相信，在总统先生坚强领导下，

这一突发事件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
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中国政府网 2
日公布《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
划（2018—2035 年）的批复》。批复指出，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原则同意《河北
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总
体规划是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管理的基
本依据，必须严格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
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

批复指出，总体规划牢牢把握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初心，坚持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对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创
造“雄安质量”、建设“廉洁雄安”、打造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批复对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

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
创新型城市、创建数字智能之城、确保城
市安全运行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批复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
组统筹指导下，河北省委和省政府要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全力推进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工作；建立全域覆
盖、分层管理、分类指导、多规合一的规划
体系，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
再开工建设；逐步建立涵盖规划、建设、发

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的雄安标准体系，创造
“雄安质量”；总体规划实施中涉及的重大
事项、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按规定程序报
批。国家发展改革委、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综合协调，加强对总
体规划实施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重大事
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以及北京市、天津市等各地区，
要积极主动对接和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形成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合
力。

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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