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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守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朋友圈里，即便平
日里难得一见的“大忙人”，也会晒一把跨年夜，
把自己最快乐开心的一面展示给亲友。 这并非
是一种矫饰，而是晒出美好，激励前程。 正因如
此，“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 我们都是追梦人 ”，
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中这一 “金句”，瞬
间打动了无数普通中国人。

刚刚过去的2018年 ， 恰逢改革开放40周
年。 过去40年， 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
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是不断
奔跑 、 不懈追梦的40年 。 正因咬定青山不放
松， 认准目标加油干， 40年里， 中国的发展才
会斗转星移、 日新月异， 承接 “站起来” 的荣
光 ， 实现 “富起来 ” 的愿景 ， 迎来了 “强起
来” 的伟大飞跃。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没有心无旁骛的坚
持，没有一以贯之的拼搏，再美好的目标，再美
丽的蓝图， 都无法在中华大地上嬗变成可触可
感的现实，更不可能让人民拥有满满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奔跑，跑出了中国精神；追梦，
追出了中国气派。

于国家而言，2019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和交
出“十三五”亮丽成绩单打下决定性基础，要让
农村1000多万贫困人口告别贫困， 这个任务相
当压头，须臾耽搁不得。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 每一项工作都是硬骨头。 中华民族复兴之
路，每一步前行都要披荆斩棘。 接棒奔跑、追梦
不辍， 才能为国庆70周年献上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厚礼。

于个人而言，2019年，每一个人亦将迎来自
己的新征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

主席2018年新年贺词里的这个金句依然铿锵有
力、催人奋进。毫无疑问，奋斗不是现金支票，马
上就可“支取”幸福，但不奋斗的人生注定不会
拥有幸福。或许，我们会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踟蹰
蹒跚； 或许， 我们会在茫然无助的街角潸然泪
下，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路，因为我们肩上扛
着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奋斗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

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里，从来家国一体。国以
民而存，民因国而贵。 近代以来国运的悲怆苦痛，
70年来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使当代中国人更加深
刻地领悟到了国富民强的意义所在。 唯有每一个
人都努力奔跑，唯有每一个人执著追梦，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早日实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只要心怀笃定梦想，
每一个中国人， 必将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
彩。

丁慎毅

习近平主席今年的新年贺词， 几乎
句句不离人民。从困难群众到280多万驻
村干部 、第一书记 ，从科学家 、工程师 、
“大国工匠”，到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
租车司机……贺词中点名道姓地提到了
12个人，其中7人是英雄楷模，5人是困难
群众。这一串名字的背后，传递出的是大
国领袖心系人民的拳拳之心。

人们也从习主席发表新年贺词现场
摆放的15幅照片中,品读出时光的味道。 7
幅新照片均拍摄于2018年， 每一幅都记
录了不平凡的瞬间，每一张都有与“第一
次”相关的故事，关键词有宪法、农业、生
态、脱贫等；8幅老照片中，3幅拍摄于2017
年，4幅是6年以来一直摆放在习主席书
架上，还有1张照片是习主席青年时代的
军装照，这些值得重温的经典瞬间，也是
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 8幅老照片，让人
不由想起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不能忘了人
间真情， 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
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

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 ”
12个人、15张照片，为民情怀深沉绵

长。 习近平主席用直抵人心的话语和动
人的细节，表达了对人民的挚爱。从这些
细节中， 更能体会到贺词所蕴含的视人
民为国之根本的情愫：“人民是共和国的
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一路走来，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不管
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
人民”。

无数生命音符的变奏， 背后是整个
时代雄浑的交响。 正如《孟子》所言：“天
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
的精神谱系里， 国家与家庭、 社会与个
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 正因为个人前途与国
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2018年 ，我们
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 在接续奋斗
的崭新起点，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也激发
了13亿多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2019年，
有机遇也有挑战，“还要一起拼搏、 一起
奋斗”。

王旭东

新年伊始，一批新规正式实施，涉及收入、
消费、通讯等方方面面，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开年福利”。

动力更充足。新年起航增添“薪动力”，个税
的6项专项附加扣除，是一个标准的“减法”，不
仅是“数学”，更是“哲学”，涉及每一个纳税人的
权利与义务的调整。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个
税改革堪称一马当先， 此次的个税改革秉承创
新基因， 其改革创新的全过程可以成为其他领
域深化改革的参考。个税改革的新征程，是为促

进消费升级，进而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
“薪基础”。

边界更清晰。《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这是为消费者维权
兜底的一招， 也是电商公平竞争不可或缺的一
招。 电商也好，平台也罢，都应该从《电子商务法》
中觅得新商机， 为市场发展与消费者权益扫清
“灰色地带”，明白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大胆地
做，在法治轨道上守正创新。

为民更坦诚。 曾经，不让异地销号“拖了时代
的后腿”。 大数据时代带来服务革命———“异地
办”持续推进：身份证异地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

异地申办、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举措，极大地方
便百姓生活。 新的一年里，对陈旧的服务手段必
须“立即销号”，对落伍的模式必须“马上注销”。不
仅是政府部门，也包括企业在内，都应该更加自
觉地查摆服务上存在的问题， 主动对标民生，摒
弃不良观念，优化服务理念，该“销号的”决不留
情，该“注销的”决不手软。

诸多新规， 不是冰冷僵硬的制度， 而是富
有人性关怀、 能感知群众冷暖的法治文明的呈
现， 为了有利于服务人民、 有利于群众办事。
运用规则重塑权力运行， 实现权力运行的程序
化、 规范化、 法治化。 毕竟， “规则是最好的
治理者”。

不负时光，不负时代，让我们一起在新规呵
护下“一起拼搏、一起奋斗”。

眼睛要亮，书包要轻，
机会要均衡

站在新年的关口回望过去， 教育， 仍是千万
个家庭的心弦所系。 2018年， 许多教育变革发
生， 无数孩子的未来由此改变。

2019年， 教育理应更加致力于回答人民的
“关切题”。 眼睛更亮， 孩子所见的世界才会更
美； 书包更轻， 孩子才能在成长的天空尽情翱
翔；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人们对资源均等、 机会公平的教育诉求，
期待有更大的回音。 图/文 朱慧卿

2019，奔跑不息，追梦不止 12个人和15幅照片中的
为民情怀

在新规呵护下奋进

新闻漫画

王继云

元旦前夜，溆浦县城，许多干部党员
手持扫帚、铁锹，铲冰除雪，沿街居民自
发参与……寒冬季节里锁定的 “温暖画
面”，定格在群众的心中。

铲冰除雪的现场， 一名干部关切地
问一位冒雪前行的居民，“大爷， 您冷不
冷？ ”没想到，这位大爷回答说：“因为有
您，我不冷。 ”

借助微信朋友圈等平台， 这句不经
意的“因为有您，我不冷”，很快成了这个
山区县城的“流行语”。

这句简单的“流行语”，让笔者感触
良多。 这简单朴实的话语，好接地气，特
别亲切，多么温暖。

冰天雪地， 原本冷气袭人， 寒风刺
骨。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您”，比如，
心系群众冷暖的领袖， 放弃休假迎战冰
雪的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 坚守一线岗
位的劳动者， 才会让更多人的心里感到
暖意融融。

虽然这个冬天 ，南方有点冷 ，但是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送来了阵阵暖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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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
关切、问候，温暖了无数劳动者的心。

大雪寒风来袭， 许多党员干部放弃
节日休息抗击冰雪， 用自己的努力换来
更多的平安、畅通、有序。 在连续几天的
抗冰除雪过程中， 这个县城涌现出一则
则动人的故事， 让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
感到幸运而幸福。 正是因为有党员干部
站在前面， 才会让城乡群众感觉到 “不
冷”。

“因为有您，我不冷。 ”这是因为他人
的辛勤付出，才会让“我”的心里感到不
冷。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是再简单
不过的道理。除了感激“因为有您”之外，
“我”最该做的也许是，主动成为让别人
不冷的“您”，争做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
护者，让更多爱和温暖永续传递。

“因为有您，我不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