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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017年 12月 30日电 在新年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30
日给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信，勉励他们胸怀大志、
刻苦学习、早日成才，并向所有海外学人致以节日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我很高兴，我从中读
出了祖国日益强大带给你们的自豪之情，也感受到了海外
学子们心向祖国、追求进步的强烈心声。

习近平指出，60年前，毛主席在你们学校接见中国留
学生时曾深情地说，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
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希望你们弘扬留
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早日成长为可
堪大任的优秀人才，把学到的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让
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回信全文另发）

1957 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
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近日，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结
合毛主席当年讲话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表达了追
求进步、报国为民的决心。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
你们好！读了来信，我很高兴，我从中读出了祖国日益强大带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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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向你们、向所有的海外学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

2017年12月30日
（新华社北京2017年12月30日电）

习近平的回信

“习主席给我们回信了！”莫斯科大学的中国
留学生学者们立即沸腾起来；留学生朋友圈里，
这一消息也顿时霸气刷屏。

一个多月前的11月17日，莫斯科大学中国学
生学者联合会的同学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
情真意切的信，诉说自己对日益强大的祖国备感
自豪的情感，表达他们担负光荣使命、努力追求
进步、希望学成报国的决心。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组织留学生们
到使馆收看当晚的《新闻联播》。得知消息后，不
管是正在学校组织新年晚会彩排的，还是正准备
外出郊游度假的中国留学生们，激动兴奋地放下
手头事，从四面八方赶到了使馆，急不可待地希
望在第一时间收看电视，和更多人分享这激动时
刻。远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其他城市的中国学生
学者们，也迅速组织起来，集体收看。

“这是最特别的新年惊喜！”俄罗斯中国留学生
服务总站站长曹若琪第一时间编发了央视的视频
链接，通过“留学俄罗斯”微信公号，迅速传播出去。

“分享祖国发展的成果和喜
悦，我们无比自豪和荣耀”

回忆当初写信的起因和过程，卢森通——莫
斯科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也是这封信
的起草人之一，沉浸在激动中。“大家早就想写这
么一封信了，因为有太多太深的感受。”

留学国外，尤其能感受到祖国的进步与强
大。他们在信中写道：“这段时间，我们与国内同
胞同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开展了
集中学习、网上自学、现场讨论等多种形式的学

习宣讲，从而对党情、国情、世情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

“我们虽远在俄罗斯，但我们同样分享着祖国发展
的成果和喜悦，无比自豪和荣耀。”

“看到今天的中国，正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心，听到十月革命发生地的人民，由衷地赞叹
我们的成就。这可能是留学俄罗斯的我们，对祖
国强大最切身的感悟。”来自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
的杨光荣感慨不已。

“让中国梦在一代代年轻人的
接力中变为现实”

“总书记回信，不仅有对广大留学生的牵挂，
更有谆谆寄语。”听着央视播音员念完回信全文，
在场的30多位留学生都感到了心头一热。

“这封回信，不仅仅是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
生的，也是给全体在俄留学生的，更是对全球中
国海外留学生的关心与勉励。”中国留俄博士生学
者联谊会主席王亚南深切地体会着信中深意。学
习十九大报告时，他就注意到，总书记对青年一
代特别关心，有着深切的期望。他说，祖国各项
事业的蒸蒸日上，让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学子深深
地感到骄傲与自豪。

回信中，习主席又一次提到了 60 年前毛主席
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讲的那段著名的话：“青年人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同时也寄语今天的青年一代，“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
奋斗。”正在莫斯科大学就读的赵文君特别有感
触。她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青年的重视，一脉

相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当年，毛主
席的这番话，曾激励当时的海外年轻学子，学成
回国，报效祖国；今天，风华正茂的新一代，也
应该接过祖辈和父辈的旗帜，在新时代里努力学
习，“像习主席期望的那样，让中国梦在一代代年
轻人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
国之心统一起来”

如何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一
代？如何更好地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怎样
才能“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在场的使馆教育处同志们和留学生代表，激情四
溢，热议开来——

“作为留学人员，要始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
托，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统一起
来，勇作祖国的忠诚者、时代的奋进者、事业的
搏击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要倍加珍惜祖国极不平凡的发展成果和来之
不易的团结稳定大好局面。刻苦学习，掌握本领。”

……
“定当不负习主席和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殷殷期

望。”屋外，冬雨绵绵，寒风刺骨；屋内，热气腾
腾，群情激昂。

听到习主席回信最后特地向海外学子问候新
年快乐，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代表全体海
外学子，饱含感情地齐声高喊：“习主席好，祖国
人民好，新年快乐！”

（本报莫斯科2017年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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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2017年12月31日电（记者徐立星） 由浙江
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一带一路”（香港） 国际研
究院主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青年
论坛近日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院长王贵国
代表主办方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

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琛的主持下，举行了
《“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新书发布暨作者自由谈活动。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有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海外院校，国内清华、
北大、浙大、香港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围绕

“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议题展开了广
泛讨论。论坛闭幕式上，作为本届论坛的成果之一，有二十
多个国家的代表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青年倡议》，从沿线
国青年人的角度呼应“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国际青年论坛举行“一带一路”国际青年论坛举行

图为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徐立星摄图为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徐立星摄

“我们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创造，
应该由人民共享”“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
来的创造伟力喝彩”……国家主席习近平
新年贺词一经播出，立即在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发热烈反响。真挚的情感，亲切
的话语，让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对
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大家表示，2018 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要以奋斗的姿态，开创美好的未
来，立足岗位，苦干实干，不负新时代。

民生事业取得大发展，
群众收获更多获得感

“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高铁四通
八达，出门更方便了，移动支付广泛应
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天津和平区兆
丰路社区党委书记张丽英说，社区绿色
植物多了，环境好了，居民活动健身也
更加方便。“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后
我将继续从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上下功
夫，让社区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当听到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谈到打
赢脱贫攻坚战时,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白
地村的蒋恩友深有感触，这些年村里的
道路变得硬了宽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赶上了好时代。”他说。

“大家生活都好了，才有心情找找老
同学、看看老伙伴。”唐山地震截瘫伤员
高志宏和 16位小学同学一起收看新年贺

词。“我现在挺满足，有退休金，有残疾
人护理补贴、生活补贴，业余时间还有
点小爱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浙江省龙游县溪口供电所电工钟迪
清说，以前在山里修电，山大沟深，干
什么都不方便。易地搬迁政策实施后，
他们住上了镇上新建的搬迁小区，各类
设施应有尽有。“生活越来越好了，工作
也轻松不少！”

西藏自治区隆子县玉麦乡农牧民卓
嘎姐妹，2017年10月28日收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回信，心中激动万分，“永生不忘
总书记嘱托，扎根玉麦，建设玉麦，做神圣
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一步一个脚印，将改
革进行到底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这句
话深深触动了我。”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
院员额法官张艳英说，作为一名法官，
要践行公平公正，对每一起经手的案件
负责，让人民群众在诉讼中感受公平正
义、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总书记的
新年贺词说到了我们的心里去了。”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上瓦泉村党支部书记王
金成表示，将发展特色优质安全健康的
农产品，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让
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让百姓过上幸

福生活。
沈阳改革办处长梁国华说，改革是

沈阳老工业基地再创辉煌重树雄风的必
由之路，2018年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
革进行到底，打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一
流环境。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辽宁省抚顺
市抚顺县汤图乡龙凤村村民张丽丽说，
这两年发展的林下香菇、蔬菜等生态种
植，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继续努力，
2018 年，一定要把这偏僻的小山沟变成
金疙瘩。”

“总书记不但给我们回了信，在新年
贺词中再次提到了我们。”内蒙古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副队长扎那说，在新的一
年里，下基层演出要从目前的每年 100
场，力争达到 120 场，创作更多接地气
的作品。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距离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短短 3
年，作为基层组工干部，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使命在肩。“号角已经吹响，我
们坚信，立足本职、扎根基层，一定能
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大有作为、建功
立业。”青海省湟源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陈元军说。

罗莎莎是厦门市海沧区国税局的一
名基层税务干部，她表示，现在海峡两
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厦门创业发
展，国家出台了很多税收扶持政策，要
把这些好政策送到青年创业者手中，“让
两岸青年共享祖国发展的红利。”

十九大代表、山西省大宁县乡村医
生贺星龙说：“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了
13.5 亿人，在不久的将来，乡亲们看病
都不用发愁了，我就是再跑烂几辆摩托
车也值得。”

“在新的一年里，作为一名奋战在基
层的全国道德模范，一定要把‘诚’字
写好，把‘人’字写正，服务于这个伟
大的时代。”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李江福说。

“2017 年 9 月总书记给南开大学 8 名
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现在他们已经成
为有骨气、有信仰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南开大学人民武装部教师石瑶表示，愿
以踏实的工作，帮助年轻学子追求幸
福、奉献社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书写青春华章。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备感肩上
责任之重。”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叶尔宝表示，新的一年要积
极响应自治区党委的各项部署，要能

“沉下去”，要能“走进去”，把脚印留在
农村，把口碑立在基层。

（本报北京2017年12月31日电）

干在新时代 奋斗幸福来
——各地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一八年新
年贺词，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
勾画新一年工作重点，展现深厚的为民情怀、
昂扬的奋斗姿态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海外华
侨华人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新年贺词，认为习主
席的贺词平实感人、催人奋进，他们为国内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点赞，为中国日益提升的国家地
位而自豪，表示愿把自身点滴的努力汇流成海，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对人民群众最关心问题了然于心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前主任、美中政策
基金会主席王冀已离开故土 70多年，但始终关
注着中国的发展进步。“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贺词
讲到中国将到 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如果能够实现，意味着中国几
千年来历史上首次实现消除贫困，这是了不起
的。习主席是实干家，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
侨华人都要行动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脚踏
实地支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

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朱海安老
家是浙江青田，旅居海外 30多年来，他几乎每
年都要回老家看看。“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可以归结为习主席在贺词中所说的八个字：天
道酬勤，日新月异。”这几年，朱海安回老家探
亲，“我看到老乡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作为
一名中华儿女，我为华夏大地取得如此骄人的
成绩感到自豪！”

“习主席说‘天道酬勤’‘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千万万普通人最
伟大’，这些朴实的话语，触动到了我们海外侨
胞心中最温柔的部分。”在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
联合会会长吴昊看来，“习主席对人民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了然于心，每一句话都娓娓道来，让
人感觉特别亲切和舒心。”

有这样的精神，中国未来前途无量

吴刚1998年来到德国求学，常年从事中德经
贸、科技合作，他对习主席新年贺词中提到的“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感受颇深。“过去，我在具体
接洽德国勃兰登堡州和中国国内的合作项目时，
更多是德国对中国‘援建’‘扶持’性质的项目。如
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团主动来到
德国，双方谈论的都是‘双赢’‘共赢’的经贸、科
技和教育合作。过去提到中德合作，人们总说德
国的技术对接中国的市场。如今中国在很多技术
上都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甚至成为德国极力争
取的技术合作对象。例如2017年开始运营的复兴
号，已经牢牢吸引了德国铁路部门的目光。”

虽已是耄耋之年，王翼每年都要回国五六次，他谈道：“习主席说‘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有这样的精神，中国的未来
一定是前途无量的！”

埃塞俄比亚中国商会秘书长王希学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
作”这句话感受很深。他表示，作为境外工程承包商，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
程中，需要踏踏实实干好各项工作，打造更多的精品工程。真正尊重、了解、学
习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社会，才能做到民心相通，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负责任担当在当今世界尤为可贵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也有话要说”，讲到了吴刚的心坎里。“记
得以前，我们总会关注西方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观点，如今
不同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成为西方舆论关注的对
象。”吴刚举例说，为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德国勃兰登堡州政府提
出自己是“一带一路”进入西欧的首站概念，在该州靠近波兰、捷克的边
境地区，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物流中心。

朱海安对习主席的全球视野和历史担当更是赞不绝口。“习主席说，天
下一家，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这番话让世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道义和担当，这种负责
任担当在当今世界尤为可贵。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感到自信和骄傲。”

在加拿大渥太华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卢红民看来，当今世界，一些国
家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主张，中国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庄严承诺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倡议，都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发展和人类和平的负
责任态度，树立了榜样，“为习主席点赞，为中国人民点赞”。

（本报2017年12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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