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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 新改版的《求是》杂
志2019年第1期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章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
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
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文章强
调，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学习掌握事物
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
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
题的本领；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
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
1月2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告台湾同胞书》发
表40周年纪念会1月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
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
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
步转播。

� � � � 新 华 社 北 京 2018年 12月 31日 电
2018年12月3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
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
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即
将过去的一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
特殊意义的一年。我们两国都顺利完成重
要国内政治议程，开启了中俄关系发展新
时代。双方高层交往更加密切，政治互信

日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丰
硕成果，“地方合作交流年” 活动顺利开
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更加巩
固。 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协作，
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发
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2019年是中俄建交70
周年。我愿继续同你一道，引领双边关系
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在贺电中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
心的新年祝贺， 祝全体中国人民幸福安
康。 普京表示， 2018年， 俄中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双
方开展了内涵丰富的政治对话， 双边贸
易额迅速提升， “地方合作交流年” 开
局良好， 双方在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
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协作。 明年我
们两国将共同庆祝建交70周年。 相信双
方将以此为主线， 继续在双边和多边事

务中开展有效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俄罗斯总

理梅德韦杰夫也互致新年贺电。李克强在
贺电中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经贸、能源、金融、科技、农业、人文等领域
合作取得新成果， 助力两国共同发展。梅
德韦杰夫在贺电中表示，俄方高度评价两
国总理第23次定期会晤所取得的成果，愿
继续同中方就促进双边各领域合作积极
开展工作。

责任编辑 李特南 王亮 2019年1月1日 星期二
时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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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
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 � � �转眼又是一年。转眼已是6年。
6年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一席话，点亮亿万人民的中国梦。
6年后的今日，新年贺词中一句“我们

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又让多
少人心潮起伏，多少人热泪盈眶。

年年此刻，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
词，总以温暖而深厚的力量，将人们的情感
辐辏于为梦想打拼的每一个场景， 让国家
的发展进步同你我共情共鸣。

回望2018年，习近平主席用“过得很
充实、走得很坚定”来总结。

大到内政外交、国家战略，小到工作
学习、衣食住行，我们攒了一年的心里话，
都浓缩进这10个字。

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红红火
火。习近平主席说：“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
人民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是新时代奋斗者
挥洒汗水拼出来的。”

翻翻日记本、看看朋友圈，回想这一
年干的活、出的力、受的累、担的责，我们
每个人身在其中，感同身受。

习近平主席语气平和却透出勇毅：我
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想起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发表新年贺
词时讲过，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
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
福的生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想起近年来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也想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情的话语： 在近代以来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 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
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
的拼搏。3个“太多太多”，勾起了人们心底的历
史情愫，激发出追梦者前行的强大动力。

展望2019年， 习近平主席同样提到
“挑战”。 他说：“2019年， 有机遇也有挑
战，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

靠谁抢抓机遇？谁来迎击挑战？
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

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 在6次新年

贺词中，65次提到“人民”。
说到国之重器， 他向每一位科学家、

工程师、“大国工匠”， 每一位建设者和参
与者致敬；

说到脱贫攻坚，他牵挂着奋战在脱贫
一线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叮嘱他们一
定要保重身体；

说到困难群众，他忆起了走村串户时
见过的那些人， 清楚记得他们的名字，难
忘他们的面容；

他关注1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
行动的最新进展；关心棚户区改造中的群
众有没有住进温暖的家；关切抗癌药降价
是否让病患得到了实惠； 关爱退役军人，
褒扬他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关怀港
澳台同胞是不是顺利拿到了居住证。

他更没有忘记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
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称他们是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

还有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

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总书记@大
家，道了一声“辛苦了”。

总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在中华民族的
纪年中夺目。

1949年新年之际， 毛泽东同志为新
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
年献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披荆斩棘、风雨
兼程。

改革开放40周年，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历史的声音在这里回响———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通过电波和

网络，传向了全世界。积淀在中华民族血
脉中的天下情怀、大同理想，在祝福中国、
祝福世界的问候声中，散发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光华。

我们都是追梦人！ 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 只争朝夕的劲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
2019年，我们来了！

（据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

“我们都是追梦人” ———聆听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

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信
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 � � �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19年1月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
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中美建交40
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

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历
史充分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
个重要阶段。 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愿

同总统先生一道， 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经验，
落实好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
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
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特朗普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日是美

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40周年纪念日。多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
发展。 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我个
人的优先事项。 我们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
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