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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终岁尾，树上飘下了落叶，白雪覆盖了车
辙。当我们翻看日历，发现 2019的篇章所剩无多，心
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怀。

这一年，我们满怀乘风破浪的激情。那些举国欢
腾、自信骄傲时刻，定格于史册，也盘桓成每个人心
头难忘的故事。

长江东流，来者不息。此时此刻，我们带着不
舍、怀着期待，提笔书写、记录，为 2019年再做一个
备注。是过往的纪念，是未来的镜鉴。

一

这一年，最动人的真情来自“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34年前诞生的这段旋律，在 2019年再次被网友奉

为新的“传唱金曲”，“没法不唱出声”“睡前突然哼起
来就不困了”。也许，穿过时光而不变的，不仅是那悠
扬的曲调，更是我们共同的拳拳爱国之心。

我们难忘，10月1日，阳光照耀下的天安门广场，
70响礼炮震彻云霄，英姿勃发的受阅士兵、威武先进
的受阅装备，展示着今日中国的能量和自信。压阵亮
相的东风-41核导弹方队让多少军事迷心潮澎湃，两辆
阅兵车车牌号码是“1949”和“2019”的细节又引得
多少网友涌起热泪。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道出了 14亿中国
人民的心声。“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
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
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中国的昨天已经写
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
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10 月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
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在中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
么”，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
体目标。

纲举目张，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
更坚信“中国之治”的力量。

“你可知 Macau 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
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
灵魂……”这是另一首唤起我们绵长记忆的歌曲。

8月，澳门女孩“律子”制作的视频“澳门的历史教
材是什么样子”火遍全网。“律子”展示了自己读书时用
的人教版历史和地理教材，与内地学生所用一模一样。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20年来，澳门与祖
国紧密相连，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民生、经济等
各个领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单，这是澳门历史上发展
最快最好的时期。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澳门累
计财政盈余达到 5056 亿澳门元，比 1999 年增长了 193
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采访中表示，

“一国两制”是澳门繁荣稳定的根本，“一国是我们最
坚强的后盾。”

展开新中国 70年的绵绵长卷，除了那些至关重要
的宏大时刻，我们也珍重这当中每一张普通的面孔。

国庆献礼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在口碑爆棚的同
时，也收获了近30亿元的票房。有影迷评价说：“女排
夺冠终结了我最短的暗恋，核弹爆破公开了你最长的
沉默。奥运开幕兑换了我最大的运气，香港回归校准
了你最久的思念。每个历史瞬间，都有回忆值得我们
铭记。”还有年轻观众说：“看了影片，才发现我比自
己想的更加爱国。”

在影院里，我们一起笑出声、流下泪，因为影片
凝聚了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因为每个普通的你我，都
与国家血脉相连。

二

这一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经
济的表现令人信服。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部署，一系列实招掷地有
声。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前三季度 6.2%的增速
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

“稳”的同时我们还有“进”：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发展方式加快升级，新动能不断累积，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加快构建，已迈入深水区的改革稳步向前，
中国经济韧性、潜力、活力全面彰显。

任尔风急浪高，我自安如磐石。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是中国经济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大趋势。把准
航向、劈波斩浪，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前进。

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粤港
澳大湾区将从宏伟蓝图一步步化为美好现实。大湾区
开创了国际先例，将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
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新的一年，粤港澳大
湾区将如何开出新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
市群，我们拭目以待。

年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
布，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纲要明确了
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分阶段目标
让发展方向更明确，一系列具体指标让发展前景更可
期。有了指引，通江达海、连接南北的长三角地区，
必将迎来经济更活跃、开放程度更高、创新能力更强
的明天。

2019 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脱
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

5 月，随着延川县、宜川县脱贫“摘帽”，革命老
区延安告别了绝对贫困。据国务院扶贫办数据，预计

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为全球减
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这一年，生态环境保护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4月，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长城脚下、妫水河畔

开幕。如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景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被批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 14处世界自然遗产，也
是中国第一处、全球第二处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填
补了中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产空白。

今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也已启动，
并增加了对央企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督察。无论是治
理腾格里沙漠污染，还是长江大保护，我们义不容辞。

三

这一年，还有许多新鲜热词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 7 月 1 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施行前，

或许很少有人真正重视过垃圾分类这件小事。干垃
圾、湿垃圾究竟怎么分？螃蟹壳是什么垃圾？茶叶渣
又是什么垃圾？网民们编着各种段子、歌谣，帮大家
分辨。玩笑中，垃圾分类的概念渐渐深入人心。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制
造的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到 2020年底，包括北
京、天津、重庆等在内的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
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让垃圾分类从“新

鲜事”变“平常事”，这是我们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
在北京，万众瞩目的大兴国际机场自 9 月 25 日起

正式通航。
从天安门出发，向南 46公里，是大兴国际机场坐

落的地方。从天空俯瞰，这是一只橙红色的巨型凤凰
展翅欲飞。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的设计方案、融传统
与现代元素于一身的装饰风格，大兴国际机场让世界
再次为“中国制造”惊叹。

今年初，“区块链”还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技术

词汇。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
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此后，“区块链”
成为一个热词。

中 国 信 息 通 信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区 块 链 白 皮 书
（2019年）》显示，目前全球公开区块链专利的申请数
量高达 1.8 万余件，中国占比超过半数，居全球第一。
国家层面对区块链产业发展和监管的重视，也再次证明
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中国的目光始终看得长远。

2019 年，另一个与技术相关的热词是 5G。“换台
5G手机”成了新时尚。

3月，在上海市虹口区，首个5G手机电话拨通。6
月，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中国进入 5G 商用
元年。10月底，中国三大运营商开启5G商用服务。到
11月，中国已开通 5G 基站逾 11万个，5G 套餐签约用
户数近90万。

未来，5G 将更多应用到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
“物与物”之间的通信上。在产业发展、信息消费、公
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5G 都能体现其融合的力
量。当有一天，“5G+”为生活带来更多改变，我们一
定会回想起这个起步的2019年。

四

这一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光芒愈加夺目。
我们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成为世界第一。
7月，在遥远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第43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
渚遗址约距今 5000年前后，属于没有文字的“传说时
代”考古遗存。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让中国考古的发
现和研究成果更有底气，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几千年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是今日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

这一年，我们有更多文物国宝回归祖国怀抱。
9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多年

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这组青铜器为湖北随州地区春
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对研究春秋时
期历史文化、曾国宗法世系以及青铜器断代与铸造工
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1 月，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
行。马首铜像由澳门商人何鸿燊捐赠，划归北京圆明
园管理处收藏。至此，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鼠
首、牛首、虎首、兔首、马首、猴首、猪首七尊已经
回归。我们期待，十二兽首早日团圆。

这一年，我们还召开了多个国际盛会，迎四海宾朋。
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

开，再次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信心。一个更加开
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
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5 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文明交流互鉴搭起平
台。亚洲文化嘉年华、分论坛、美食节、文明巡游……
精彩纷呈的活动，开启一场场穿越时空的文明之约。

11 月，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而至。共
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本届进博会，3800
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展，超过 50万名境内外专业采购商
到会洽谈采购。第二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
元，比首届增长23%。进博会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持
续提升，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五

2019年的结束，也意味着2010年代的结束。
在上一个十年，中国的发展跃步向前；在下一个

十年，我们依然能行稳致远。
2019年也是中国传统纪年中的己亥年。
在上一个己亥年，毛泽东曾写下著名的诗句，“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再往前看，一个世纪前。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迎来风起云涌的新

天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无论把节点停在时间轴的哪个地方，我们的豪迈

与勇气，从未改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挥手告别 2019，我们 2020

年代见！

图①：12月8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2019
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图②：9月30日，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小
朋友参加“爱国歌曲快闪”活动。

贺俊怡摄 （人民图片）
图③：11 月 21 日，在 2019 世界 5G 大会上，参观

者体验AR演唱会。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图④：2018年12月29日，无人机拍摄的建设中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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