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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元素元素””
亮相纽约亮相纽约大中央车站大中央车站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习近平倡导的人生态度习近平倡导的人生态度》》

网友“玉兔飞翔”

牢记21字：树理想、勤学习、肯实干、不怕苦、爱读书、重家庭、强体
魄！

网友“蓝冰视界大米哥”

任何时候都不要偏好捷径，踏踏实实才是首选。就像老辈人说的：“老实
人常在！”

网友“梅若寒”

坚定信念、坚定理想，不怕吃苦、为之奋斗，终会成功。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央视新闻””《《头顶冰霜上学云南头顶冰霜上学云南““冰花冰花””男孩刷屏男孩刷屏

网友网友：：好心疼好心疼》》

网友“花生包”

借用当地一老师的话：你头顶的冰凌花，是知识蔓延坚韧的芽，生机勃
勃，蓄势待发。

网友“叫我大王”

即使身体很冷也不忘做笑脸，可见小同学是个温暖的人。这样乐观的小
朋友真是令人钦佩。愿岁月对他温柔以待。

网友“微笑面对生活”

孩子加油！你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总有一天，会变成生活对你的嘉奖！

网友“李唐盛世”

“冰花”必须好好上学。改变命运，脚下有路！

网友“A-Lin”

好孩子，你很棒！我们要向你学习乐观的心态和不怕辛苦的精神，我们
一起加油！你要认真读书，我要好好工作，为更好的生活奋斗。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解局解局】】朝韩重启对话朝韩重启对话，，除了恭喜除了恭喜，，

我们还有这些话想说……我们还有这些话想说……》》

网友“高兴”

还是中国的智慧高，“双暂停”有效果了。

网友“在路上”

冬奥会是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把握机会自然是好，能创造和
平才是大喜。

网友心声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微信出重拳微信出重拳！！这些行为将被严厉打这些行为将被严厉打

击击，，永久封号永久封号》》

网友“梁慧敏”

坚决支持打击网络歪风邪气，弘扬精神文明的清风。

网友“漫漫米”

现在好多谣言都是通过小视频在老人的群聊中传播。可我找了很久都没
有看到举报小视频的按键。希望微信程序员设置一个小视频举报按键。谣言
在进化，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呀。

网友“单舟”

强烈支持微信团队的整顿举措。个人要文明用网，平时看到不良信息可
以举报。虽然个人力量有限，但是只要大家把好“防火墙”，相信网络环境会
得到有效净化。

（以上栏目整理：李 贞）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文章《《中共反腐决心坚如磐石中共反腐决心坚如磐石》（》（20182018年年

11月月1111日日））

转载网站：约62家。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海外网、光明网、中国
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工会网、中国搜索、齐鲁网、大
河网、东方网、沈阳网、大公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今日头条等
主要网站。

转载排行转载排行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1 月 5 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即

“1·5”重要讲话。
网络上，这一讲话的大量金句成为

流行语，解读讲话的评论广为传播，网
友反响热烈。大家普遍反映，这一讲话
对于推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
心骨”“定盘星”“度量衡”，把思想统
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
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
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句流行

总书记“1·5”讲话内容丰富，一
些金句和段落，在网上广为传播。

人民日报微信推出《必读！习近平
最新讲话，这 10大论述很重要》 一文，
从“1·5”讲话中总结了 10 句精要概括
或 原 话 。 它 们 分 别 为 ： 三 个 一 以 贯
之；“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得来的“五个维度”；

“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
神”；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
起决定性作用；以史为鉴谈“四个不容
易”；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必须做到“5 个过硬”；“坚决反
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绝不能犯战
略性、颠覆性错误”；“要打好防范和抵
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
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央视新闻认为“‘答卷人’习近
平的这 15段话值得细细研读”，精选了
15 段金句箴言，制成图表供网友学习、
研读、理解。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用三个“一以贯
之”，为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开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根本
遵循。

@讲习所则聚焦“习近平强调领导
干部要‘五个过硬’”——1 月 5 日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入
阐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
贯之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央委员会成员
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出了信念过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的5点要求。

此外，《全体党员听好了！习近平
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这三个“决不”》一
文也备受关注。三个“决不”，是指总
书记“1·5”讲话强调的3句话：决不能
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

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
网友也自发地从“1·5”讲话中摘

编金句。网友“飞雪迎春”所摘的金句
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不骄傲，不懈怠，不退
缩。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
标一定能够达到！”

评论刷屏

每逢大事看党报。《人民日报》 刊
发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
重要讲话”系列评论文章，成为学习

“1·5”讲话的重要辅导教材。报纸刊登
之前，这组文章即在“人民日报评论”
等新媒体刊发，并有刷屏之势。

这组评论共四篇，前三篇分别聚焦
“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
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第四篇
强调“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

第一篇评论即不同反响。文章给出
了分析角度——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历史视角，要有
世界视野，要始终焕发革命精神。也强
调了努力方向——深入学习领会、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
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定“四个意识”，强化

“四个自信”，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们就一定能向
人民交上一份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视点则从“以自我革命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等角度进行评论。文章
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
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挑战新要求，深刻
阐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
意义，对领导干部提出五个“过硬”的
具体要求。讲话蕴含强烈的使命意识和
担当精神，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深谋远虑。

重在践行

各部门各地区，网上网下，在学习
热议“1·5”讲话的同时，更加关注实
干与落实。

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显示，重庆市
委召开常委 （扩大） 会议学习“1·5”
讲话，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高举“一面
旗帜”的重要论述，要深刻领会把握

“两个革命”的重要论断，要深刻领会
把握“三个一以贯之”的重要要求，要
深刻领会把握树立“四个意识”的内在
要求，要深刻领会把握“五个过硬”要
求，要深刻领会把握“六项要求”。

@北京发布微博显示，1 月 9 日上
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
达“1·5”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三个
一以贯之”做到“五个过硬”。 @浙江
日报也指出，同日上午，浙江省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1
月 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军报记者把落脚点放在落实上，
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
工作”，“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
又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必须按照习主席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
式上强调的，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投入工作。

不少网友留意到，总书记对“关键
少数”有高标准要求。“Laughing”说，
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更加考验

“关键少数”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网友“水田村主人老米”关注忧患意
识：常备忧患意识，可以“为之于未
有，治之于未乱”，让我们更能行稳致
远，以致星辰大海。

总书记的讲话，吸引更多人愿意入
党。网友“宋博文”说，虽然我不是共
产党员，但是身为共青团员，也要做到
这三个“决不”！网友“等不到天亮等
时光”说，努力争取早日入党，向组织
靠拢，维护党中央权威。跟党走，新时
代新征程，为凝聚磅礴力量出力。

在为党骄傲的同时，网友更关注实
干。网友“Shine”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
们自己！热血沸腾，虽是小人物，但会努
力做好自己。厉害了我的党，加油。网友

“骁骁妈妈”说，不能把贯彻落实、认真学
习放在口头，要落到实处。作为基层公务
员，更要以高标准要求严格自己。加油，
为了祖国的事业，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1·5”讲话中提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
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图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党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1·5”讲话中提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
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图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党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1·5”讲话中提到“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图为福建省党员干部
在福建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专题活动。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1月10日，“上海印象”非遗展和“魅力上海”图片展
亮相纽约大中央车站。“欢乐春节·上海文化周”系列活动
9日至 12日在纽约举行，包括上海电影周、上海电视展映
周、“上海印象”非遗展、“魅力上海”图片展、音乐剧场

《霸王》以及上海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展演活动。
图 1：在美国纽约大中央车站，人们参观“魅力上

海”图片展。
图 2：在美国纽约大中央车站，人们参观“上海印

象”非遗展。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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