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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018年 12月 31日
电 新改版的 《求是》 杂志 2019 年
第1期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章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
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
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
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
本领。文章强调，要学习掌握世界
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
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
策、推动工作；学习掌握事物矛盾
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
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
矛盾；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
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
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
领；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
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新华社北京2018年12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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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大家好！“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19 年马上就要到了，我在北京向大
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
很坚定。这一年，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
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各项
民生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稳步
实施。我在各地考察时欣喜地看到：长
江两岸绿意盎然，建三江万亩大地号稻
浪滚滚，深圳前海生机勃勃，上海张江
活力四射，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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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
的面貌。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水上首飞，北斗导航向全球
组网迈出坚实一步。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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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脱贫攻坚传来很多好消
息。全国又有 125 个贫困县通过验收
脱贫，1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17 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
录，因病致贫问题正在进一步得到解
决。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
同志们，280 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
记，工作很投入、很给力，一定要保
重身体。

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在四川凉
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村民吉好也
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在山东济南三
涧溪村，我和赵顺利一家围坐一起拉家
常。在辽宁抚顺东华园社区，我到陈玉
芳家里了解避险搬迁安置情况。在广东
清远连樟村，我和贫困户陆奕和交谈脱
贫之计。他们真诚朴实的面容至今浮现
在我的脑海。新年之际，祝乡亲们的生
活蒸蒸日上，越过越红火。

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推出1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举办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启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
度，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
决心。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注意到，今年，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批大学生大多已经退休，大批“00
后”进入高校校园。1亿多非户籍人口
在城市落户的行动正在继续，1300 万
人在城镇找到了工作，解决棚户区问题
的住房开工了580万套，新市民有了温
暖的家。很多港澳台居民拿到了居住
证，香港进入了全国高铁网。一个流动
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
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
的名字。今年，天上多了颗“南仁东
星”，全军英模挂像里多了林俊德和张
超两位同志。我们要记住守岛卫国 32
年的王继才同志，为保护试验平台挺
身而出、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同志，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
的英雄们。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这一年，又有很多新老朋友来到中
国。我们举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等主场外交活动，提出了中国主
张，发出了中国声音。我和同事们出访
五大洲，参加了许多重要外交活动，同
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流，巩固了友
谊，增进了信任，扩大了我们的朋友
圈。

2019 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 70 周年华诞。70 年披荆斩
棘，70 年风雨兼程。人民是共和国的
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
气。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
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
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
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进。

2019 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
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
要真诚尊重各种人才，充分激发他们创
新创造活力。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让
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有奔头。
农村 1000 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要
如期完成，还得咬定目标使劲干。要关
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
献。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

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
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
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
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而不懈努力。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满
怀信心和期待，一同迎接 2019 年的
到来。

祝福中国！祝福世界！
谢谢大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九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2018年 12月 31日
电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
念会1月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

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
1月2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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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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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壮山河改革路，春华秋实四十年。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40年风雨同舟、披荆斩
棘，40年闯关夺隘、砥砺奋进，我们党
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
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
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40 年来，人民法院作为改革开
放的保障者、法治建设的参与者、司
法改革的践行者，始终将重托担在肩
上，公平烙在心中，为社会稳定发
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弘扬公平正
义扬鞭奋蹄，风雨兼程。在这辞旧迎
新的时刻，让我们真诚地对日夜辛
劳，奋力拼搏的全国法院干警道一
声：辛苦了！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
国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
变化，迎难而上、扎实工作，保持了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
出了新的步伐。

光辉历程见证伟大飞跃，雄心壮
志催动铿锵步履。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人民法
院勇立时代潮头，开启新征程的一
年。人民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审判执行、司法改
革、智慧法院建设、队伍建设、基层
基础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司
法责任制、刑事诉讼制度、法院组织
体系、立案登记制改革等“四梁八
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确立，
配套性改革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巡回法庭实
现了从局部探索、全面覆盖到集中建
设阶段的重大转变；设立上海金融法
院；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北京、
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挂牌成立；全面
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充分发挥规范、
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功能；
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民商
事、行政案件，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及

经营者合法权益；依法严惩黑恶势
力犯罪，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
断向纵深发展；决战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明显提高，纪律作风不断改进，人
民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藩篱，执行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

2018 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进入最后总攻冲刺阶段，为了向人
民群众兑现承诺，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考虑执行
案件数量和执行队伍现状，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力度，全方位改革执
行工作体系，自我加压、倒逼执
行质效，将“四个基本”具体化
为“四个90%，一个80%”的核心
指标要求；全国法院执行干警时
刻以战斗的姿态，不分昼夜，无惧
寒暑，不畏艰险，敢打敢拼，用忠
诚和汗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最美
芳华；各地法院执行风暴战果累累
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至 2018
年9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1211万例，322万
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履
行了义务； ⇨⇨下转第二版

赓续改革风 笃行中国路
——二○一九年新年献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转眼又是一年。转眼已是6年。
6年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

兴之路》展览时一席话，点亮亿万人民
的中国梦。

6年今日，新年贺词中一句“我们
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又
让多少人心潮起伏，多少人热泪盈眶。

弹指一挥间，勇开新时代。追逐梦
想的道路上，快马加鞭未下鞍，万水千
山只等闲。

年年此刻，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
贺词，总以温暖而深厚的力量，将人们的
情感辐辏于为梦想打拼的每一个场景，
让国家的发展进步同你我共情共鸣。

回望 2018 年，习近平主席用“过
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来总结。

大到内政外交、国家战略，小到工
作学习、衣食住行，我们攒了一年的心
里话，都浓缩进这10个字。

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红红
火火。习近平主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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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翻日记本、看看朋友圈，回想这
一年干的活、出的力、受的累、担的
责，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感同身受。

翻过一山又一山，踏平坎坷成大
道。

习近平主席语气平和却透出勇毅：

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不言而喻，一切成就来之不易，所

有付出当倍加珍惜。
想起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发表新年贺

词时讲过，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
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让老百姓过上更
加幸福的生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想起近年来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
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也想起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话语：在近
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
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
搏。3 个“太多太多”，勾起了人们心
底的历史情愫，激发出追梦者前行的
强大动力。

“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这就
是中国人民的大定力、大格局、大收
获。

展望 2019 年，习近平主席同样提
到“挑战”。他说：“2019 年，有机遇
也有挑战，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

靠谁抢抓机遇？谁来迎击挑战？
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
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在6次新
年贺词中，65次提到“人民”。

人民，在他心中不是抽象的政治概
念，而是鲜活的生命、力量的源泉。

说到国之重器，他向每一位科学
家、工程师、“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
者和参与者致敬；

说到脱贫攻坚，他牵挂着奋战在脱
贫一线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叮嘱他
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说到困难群众，他忆起了走村串户
时见过的那些人，清楚记得他们的名
字，难忘他们的面容；

他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恢复高考后
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多已经退休，大批

“00后”走进大学校园；
他关注1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行动的最新进展；关心棚户区改造中
的群众有没有住进温暖的家；关切抗癌
药降价是否让病患得到了实惠；关爱退
役军人，褒扬他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
献；关怀港澳台同胞是不是顺利拿到了
居住证。

他更没有忘记那些逝去的生命，那
些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称他们是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

还有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
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总书记@
大家，道了一声“辛苦了”。

⇨⇨下转第二版

“我们都是追梦人”
——聆听习近平主席二○一九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