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伴随新年第一缕阳光铺洒开来，
2019年与朝阳同至。

新年前夕， 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
词，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亲切温暖、饱含力量、充满信心……
聆听新年贺词， 亿万人民体味着奋进中
国踏浪前行的不凡历程， 触摸经济社会
澎湃跳动的韵律， 更坚定不断梦想成真
的期待与自信。

再见，2018，感谢风雨兼程中的奋斗
同行；

你好，2019，继续前进在更美好的新
征程。

水越来越清，生态越来越好，老百姓
获得感增强了……2018年， 是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也是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

正如习近平主席贺词中所说的那
样———“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
这一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成就是沉甸甸的。

岁月荏苒，“考卷”在升级，不变的是
奋斗姿态。

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点赞奋斗者，
对2018年取得的成绩，他说，这是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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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更是新
时代奋斗者的梦。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在新年贺词中，很多人看到了自

己的影子。
追梦路上，亿万人民携手奋斗、攻坚

克难彰显出熠熠生辉的中国精神， 是我
们闯关过坎、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身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亲历国家
的发展、行业的变迁、企业的成长和个人
生活的美好变化， 这让每个人都收获满
满。”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长”刘传
健说，“我们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用实
际行动践行使命与职责， 为民航强国贡
献力量。”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胜利最终
属于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2019
年， 有机遇也有挑战， 大家还要一起拼
搏、一起奋斗”。

从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中走来，

2019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2018年岁末， 从清华大学到武汉大

学，从哈尔滨工程大学到上海交通大学，
一场歌唱祖国的快闪活动在大江南北高
校中传递， 年轻学子用自己的炙热情怀
告白祖国。

这是年轻学子的歌声与心声， 也是
亿万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用实际行动祝福祖国， 一起奋斗沿
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前进———

用实际行动祝福祖国， 一起奋斗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用实际行动祝福祖国， 一起奋斗将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新的奋斗。
祝福祖国，更值得让我们骄傲的奇迹，

还在后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求是》杂志全新改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

从2019年1月1日出版的第1期起全新改版。
改版后的《求是》杂志，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求

是》暨《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贺信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
机关刊的政治定位和政治站位，把宣传好、阐释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职责， 切实发挥好党
中央机关刊宣传阐释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
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新贡献。

衡阳市民奔跑迎新年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易芳 )

1月1日， 衡阳市迎来了已举办61年之久的传统赛事———元
旦环城跑。来自全市各地5400余市民身穿统一服装，排成彩
色方阵,集聚连卡福商业广场，以奔跑的方式迎接新年到来。

据悉，此次环城赛跑以“大城衡阳·跑进新时代”为主
题，旨在用体育精神激发全市人民奋进新时代的澎湃热情。
赛事共设5公里长跑和8公里徒步两大组别，长跑组分为小
学生、机关、职工、中学生、大学、社会组6个组。

责任编辑 周倜 李特南 蔡矜宜 2019年1月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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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01 6 5 9 6 6 2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335701.5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01 3 2 2
排列 5 19001 3 2 2 3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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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开展的“我和我的
祖国”征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相关作品。

作品征集时间将持续至2019年6月30日， 征集体裁分
为文学类、摄影类和短视频类。参与征集的作品必须为原创
作品，且此前未在国家正式出版物发表，符合体裁要求。

人民日报评论员

岁月不居 ， 时节如流 。 从 2018到
2019，时间见证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

“2018年 ，我们过得很充实 、走得很
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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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 每一
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
设者和参与者致敬 ”“我们都在努力奔
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年前夕， 习近平主席发表2019年
新年贺词，满怀深情回望奋斗，满怀热情
致敬奋斗，满怀激情呼唤奋斗。贺词通过
电波和网络传至四面八方、 引来广泛共
鸣， 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人民沿着一个又
一个时间节点奋发前行。

最是奋斗动人心。过去一年，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迎难而上， 在新征程上写下浓墨重
彩的新篇章。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各项
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 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扩大
开放四大举措，改革开放力度继续加大；
自贸区持续扩容，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发展布局日新月异；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
创新创造定义未来……所有这些， 都是
亿万中国人民一点一滴干出来的， 这让
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相信国家。正是新时
代奋斗者们挥洒汗水、辛勤奋斗，让我们
无愧于这极不平凡的一年， 无愧于伟大
的新时代。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 就是礼赞奋
斗的价值。在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致
敬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他们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国
工匠”、建设者和参与者 ，是奋战在脱贫
一线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是南仁东 、
林俊德、张超、王继才、黄群、宋月才 、姜
开斌等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是广大基层
干部、退役军人，是快递小哥、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追梦
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人
的舞台。无数奋斗者用实际行动证明，有
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能够创造出来。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 就是崇尚奋
斗的精神。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望过去，
没有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新中
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前
行成就个人的梦想， 个人的脚步推动国
家的进步，中国人民以感天动地的奋斗，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过去6年多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亿万人民砥砺奋进， 以历史性成就
和变革，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可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无不
凝聚着奋斗的汗水。新征程上再出发，我
们没有时间喘口气、歇歇脚，只有保持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 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

新的一年，新的出发。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指出的，“2019年，有机遇也有挑战，
大家还要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 ”。让我们
满怀信心、 拥抱梦想， 以坚如磐石的信
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 ，
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新时代的光荣历史 ，
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
载1月1日《人民日报》）

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
———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①

祝福祖国，携手奋斗创造新荣光
———从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看奋斗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