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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险阻无可惧风雨险阻无可惧 不负韶华争朝夕不负韶华争朝夕
——网友热议习近平主席二○二○年新年贺词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互联网，发表了二○二○年新年贺词。今年的贺词

“金句”多，故事多，蕴含着道理，更饱含着深情。
习近平主席在贺词中指出，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

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
新年贺词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们认为，习近平主席

的贺词不仅温暖，还振奋人心，给人乘风破浪的勇气和
战胜艰难险阻的信心。

振奋人心的中国力量

“现在，收看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已成为我每年
迎接新年必不可少的仪式。”网友“山居逍遥君”说，
今年的贺词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关键词是“中国风采”

“中国力量”。风采和力量的背后正是中国在脱贫攻坚、
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鲜活数据和亮
眼成果。

伟大的梦想要靠实干来实现。过去的一年，中国人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预计将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 1 万美元的
台阶。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按下快进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
战略。全国将有 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多万人实
现脱贫……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
水，生动彰显了中国风采和中国力量。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直播新
年贺词的全过程，在网上引发了热潮。8000 多条评论、
60余万个点赞、6万多条转发、1779万次的播放，显示
了网友对新年讲话的关注和热情。在评论区，网友“栖
迟未”激动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
希望。”网友“徐研玲”说出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愿
2020年一切都是美好的。”

央视新闻“主播说联播”发表评论文章，认为2019
年的收获，激励人心，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励志奋斗的
中国人。2020年，我们还会碰到一些风险和挑战，让我
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砥砺前行，奋力开拓，就一定
能赢在2020年！

1 月 1 日，中国新闻网发表题为 《海外侨胞热议
习近平新年贺词：振奋人心 催人奋进》 的文章，援引
了许多海外侨胞的心声。在文中，斯洛伐克中华文化传
播促进会会长倪海青说，收听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后，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
面、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凤凰展翅’、5G商用加速推出……这些成就也让我
们海外侨胞倍感自豪。”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小红同学啊喂”说：“祝愿祖国越来越好！

祝愿自己越来越好！祝愿大家也越来越好！”有网友
说：“真的是非常感动啊，新年贺词非常有力量。”网友

“林峦峦”激动地说：“每一年我们都在稳定进步！2019
年最感动的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展现大国力量！”

温暖亲切的一次谈“心”

新年贺词不仅激发力量，也传递温度。除了国家的
大事件，贺词中还穿插讲述了民众的身边事。“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常用的许多药品降价了”

“网络提速降费使刷屏更快了”……新年贺词中提到的

这些点点滴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的幸福感。
“听完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感觉很温暖。”网友“木
叶宁”说：“新的一年，衷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月1日，新华网发布了题为《领袖和人民共情——
品读习近平 2020年新年贺词》 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贺词中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个字——

“我”。贺词大量以“我”和“我们”的称谓来叙述，既
梳理了一年来“我”做了什么，“我们”共同经历了什
么，又表达了一年来“我”的所思所悟、所虑所盼。

“我们”一起奔跑，一起见证，一起思索，领袖和人民
共情是今年贺词的一大亮点。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了题为 《2020 年新
年贺词，习近平和大家谈“心”》的分析文章。文章写
道，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的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谈

“初心和使命”、谈“万众一心加油干”、谈“心愿”“期
盼”，习近平像唠家常一样和大家谈“心”。一声声关
怀、叮嘱，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贺词中亲切的语言传递出温暖的力量，也令网友们
感动。

网友“其实天不错”说：“听完新年贺词，真的是能
够感受到温暖力量。”网友“我是超级无敌甜甜圈”认
为：“新年贺词温暖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网友“栗子
非梨子”说：“重温了过去很多感动的瞬间，真的是充满
了力量。”网友“AMambaOut1799”说：“看得我流出了
感动的泪水，不知不觉2019年就过去了，我相信2020年
会更好的。”网友“Momorning酱”认为：“新年贺词的
每一句话都承载着温暖和力量，祝祖国新年快乐！”网友

“小弓包子”则表达了心中的感激之情：“生在这个和平
年代，活在这个繁华盛世，真好。”网友“追随着领头
羊”说：“新年贺词我听了两遍，真的是感慨万千。我们
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乘着新时代的浩
荡东风，只要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就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坚定步伐。”

新十年的第一道曙光

“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主席

在新年贺词中向我们指出2020年的特殊历史意义。
从南湖之畔起航的一叶红船，到劈波斩浪的“中国

号”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接续奋
斗、不懈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辛探索，抒写了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篇章。

贺词中，“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一句也引
发了网友的热议。

1月2日，人民网发表题为《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引
发国际人士热议——携手合作共发展》的主题文章，援
引了数位国际人士对新年贺词的反响。其中，南非约翰
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表
示，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关于中国高质量发展和脱贫
攻坚成就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中国必将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更大成
功，为世界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证明摆脱
贫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普鲁士协
会名誉主席福尔克·恰普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
词中提到，2019年，中国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这一
点非常重要。只有各国人民共同携手，才能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
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时，中国在扶贫方面的惊人成就将成为一个
亮点。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今天的成就，有充分
的理由感到自豪。

1月1日，光明网也发表题为《百年梦想的第一道曙
光——习近平主席2020年新年贺词的启示之一》的评论
文章，文章认为，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也是中国对
人类社会新的伟大贡献。让我们张开双臂，以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的精神状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灿烂辉煌。

人民日报新媒体客户端根据新年贺词的内容制作了
一期展望未来的短视频作品 《十年》，在梳理了过去数
个十年中中国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后，发出了这样一
问：“新的十年，世界将怎样？你将会怎么样？”

对未来的期待引发了网友热议。
网友“北葵向暖 cc”说：“不知道十年后的我会是

什么样子，但我会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网友
“yijianzhongqing”说：“那时我快 50 岁了。应该会各处

旅游吧！一定要好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网友“原
来是涓涓呀”表达了自己期望：“希望十年后的祖国比
现在更加繁荣昌盛，而我则儿孙满堂，幸福地坐在摇椅
上晒太阳。”网友“三余无梦生”在自己的博客中转引
了这样一段话：“经历了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我们终于
叩响了 2020年的大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
而我将为之不懈努力奋斗。”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当新年的
钟声响起，在我们挥别 2019 年的时
候，也迎来了21世纪的又一个十年。

当历史的时针即将进入下一个区
间，追梦的人们即将跨过又一个门
槛，亿众期待的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
词来了。

在新年贺词中，令人印象深刻
的一句话是“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这句话中，代表 2020 年特殊意义
的关键词出现了——里程碑。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用
“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
提出到 20 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小康社
会的内涵和意义不断丰富。在 20 世
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
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21 世纪前
二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丰衣足食
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
愿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时，中国人民将在全面解决温饱
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过上比较殷实
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亘
古未有的伟大跨越，也是中国对人
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全面小康和
民族复兴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交融
的阶段。没有全面小康的实现，民族
复兴就无从谈起。今天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斗，就是在为实现民族复
兴而奋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梦想
就在眼前了，它真切地表现为每个普
通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2020年，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
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冲锋
号已经吹响。让我们用最大的决心和
信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用伟大
的胜利树立起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里程碑。

网 友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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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郝艺”

当初我们一穷二白，如今我们一往无前，打响脱贫攻坚战，提出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以民为先。

网友“星火”

作为一名贵州毕节人，我想说脱贫攻坚真的不容易，如今家乡村村
通公路，饮水到门口，生病有报销，读书有资助，产业有扶持。

网友“李跃国”

中国脱贫的“知”与“行”，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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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验？？网友看哭了网友看哭了》》

网友“墨色新鲜”

时光流逝，真心永存，2019再见。愿我们都能继续保持初心，不负
时光。

网友“夜涵雨”

平凡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百态。再见2019，你好2020。

网友“Nicolas波波”

爱在无言中，爱在细节里，爱在永恒！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可敬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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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游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参与雪上飞碟项目，手持2020标牌为新年加油。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2020 年元旦，奋战在
拉林 （拉萨至林芝） 铁路建
设工地的施工人员依然加紧
施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迎
接新年的到来。拉林铁路全
长 435.48 公 里 ， 设 计 时 速
160 公里，是西藏首条电气
化铁路。

徐驭尧 焦宏涛摄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跨年夜活
动现场，民警坚守岗位进行巡护，做
好安保工作。

方 圆 杨武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