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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2023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
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
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看望
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
新春的美好祝福，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令海外中
华儿女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他们纷纷
表示，讲话温暖人心、催人奋进，新的一
年，他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动
如脱兔、奋跃而上、飞速奔跑，发扬实干
精神，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团结一心 自信自豪

在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巴西，
华侨华人的心同祖国紧紧相连。“我们旅居
巴西的华侨时刻关注祖国的繁荣发展。祖
国越富强我们越自信、自豪！”累西腓华侨
华人协会会长卢功荣说，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感到特别振
奋。“虽然过去一年困难重重，但我们党和
人民团结一心，突破重重阻力，取得新的
成绩。”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海外华侨华人
心系祖国的赤诚不变。”美国北加州河北
同乡会理事长董旭东在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后感慨万千，他为祖国发展繁
荣、续写辉煌而欢欣鼓舞、无比自豪。

董旭东说，中华儿女同舟共济、自强
不息的精神纽带，是创造美好未来的重要
支撑和前行动力。只要团结一心，任何困
难都无法阻挡前进的步伐。

胜利召开了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程度守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对
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成功举办了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春节团拜会上谈到伟大祖国取得的辉
煌成就，海外中华儿女既是见证者，也是
参与者。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新兴建设国

际公司总经理张洪志说：“我们哈萨克斯
坦公路项目的建设者在海外见证了这些
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身为中华儿女，无
比自豪！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我们深感职责重大、使
命光荣。”

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塞尔维亚“多
瑙走廊”快速路项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令奋战在海外一线的中国建设者们
深受鼓舞。山东高速集团国际公司塞尔
维亚“多瑙走廊”项目副经理石高峰说，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
将在新征程上团结一心、奋力拼搏，不断
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让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生王泽龙
感到温暖和振奋。王泽龙说，尽管身处异
国他乡，但海外学子时刻关心祖国的最新
发展，也时常感受到来自祖国的牵挂与呵
护。“过去的一年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作
为当代青年，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成为一名胸怀理想、坚持奋斗的新
时代青年。”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开启新年新篇章带
来力量，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新征程
上团结一心、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
好未来。”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
说。“新一年，我们将不忘初心、奋发进
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世界舞台上
继续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英友好交流
行稳致远。”

温暖人心 催人奋进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全美华人协会会
长乔凤祥认真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通过
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的新
闻。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向全国各族
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乔凤祥非常感
动：“习近平总书记温暖人心的话语，一下
子就把我们和祖国、家乡、家中的亲人联
系了起来，我们倍感亲切。”。

乔凤祥表示，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全
国人民和海外中华儿女一定会继续努力
奋斗，取得抗疫、发展、富强的新胜利。

头戴蓝盔，身着迷彩服，担负扫雷排
爆、医疗救助、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中
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在忙碌中迎接
新春佳节。

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
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的新闻，中国第
21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队长翟
全景不仅感到温暖，更加感到重任在肩。
他说：“我们海外维和官兵代表国家来到
海外，在维和任务一线播撒和平与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温暖的话语鼓舞维和部队
官兵练强本领、奋楫前行，为联合国维和
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中老铁路老挝段“澜沧号”的餐车
里，乘务员们用小兔子装饰和“新年快乐”
贴纸等把车厢装点得格外喜庆。临近春
节，中老铁路迎来客流井喷式增长，坚守
在中老铁路上的中国铁路人一如既往，全
力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郑州东站的干部
职工精心组织调度，严守安全底线，确保
广大旅客安全出行。这番话也让负责中
老铁路老挝段运营的中老合资公司老中
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宏深有感触。他
说，新的一年，老中铁路公司将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老铁路的重要指
示要求，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忠于职守、
无私奉献，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努力完成
全年运输任务目标。

东京地区国家公派留日人员联谊会
会长、早稻田大学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专业的谢天瀛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嘱咐
青年的话语记在心间，表示要以二十大精
神为引领，实干报国，将个人成长与祖国
建设紧密结合，不负党和国家的期待，不
负韶华。

中国第十批援南苏丹医疗队队长徐
张巍说，过去一年，队员们完成了从国内
医院的临床一线医生到援外医疗队队员
的角色转变。“我们一直秉承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的精神，为当地患者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新的一年里，医疗队员们一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为南苏丹的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贡献力量，浇灌中
非友谊之花。”

不忘初心 书写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希望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顽强拼搏，就一定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
开局。

“这是我在俄罗斯度过的第 26个春
节，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外侨胞拜年，令我
们非常感动！”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原毅说，“2023年是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侨心向
党是我们旅俄侨胞的坚定信念，我们一定
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在奋斗中前行，在
前行中成长！我们要立足本地本职，在各
行各业竞展风流、尽显风采。”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工作生活在
海外的中华儿女感到非常振奋。”中曼石
油埃及分公司总经理李伟说，我们一定不
忘初心，矢志不渝，团结奋进，踏实做好本
职工作，展现良好形象，祝福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第
26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建筑中队
机械操作手梁建这样描述自己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后的切身感受。自 2022年 9
月全部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6批赴
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官兵们已完成刚果
（金）东部地区主要道路修筑等多项工程任
务。谈到新年展望，梁建说：“我们一定牢
记总书记的亲切嘱托，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在维和岗位上履职尽责，以更好的状态
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为维护世界和平
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读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国能建
葛洲坝集团巴基斯坦分公司总经理洪娜
说：“作为在海外一线的‘一带一路’建设者，
我们将用实干开创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更加美好的未来，谱写新时代中
国水电建设者的崭新奋斗篇章。”

作为中国电建沙特国王港综合港务
项目的参与者、建设者，山东电建沙特国
王港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于连水说，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信心倍
增。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也是沙特国王港项目建设的攻坚之
年。“我们将弘扬‘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
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把首届中阿峰
会成果落到实处，踔厉奋发，团结奋斗，书
写新时代新篇章！”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执笔记
者：杨威 常天童 杨天沐）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奋跃而上 书写新的辉煌历史篇章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春 节 前 夕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鼓 舞 海 外 中 华 儿 女 共 奋 进

新华社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春节将至，神舟十
五号乘组在400公里高空的空间站里挂起春联、系上中国结，中国人的“太空
家园”充满喜庆祥和的氛围。

3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祖国和人民送上新春祝福。身着喜庆服饰的指令
长费俊龙说：“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邓清明对坚守
在岗位上的人们说：“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奋斗、心血和汗水，必将汇成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蓬勃力量！”手持“福”字的张陆说：“从舷窗外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
火，这是一份稳稳的幸福。”

费俊龙在飞天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毛笔书法是三人共同的爱
好。此次视频中展示的春联、“福”字，都是3名航天员亲笔写就的。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2021 年 4月 29日，
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用时不到两年，我国完成了以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空间站组装建造，建起一座国家级
太空实验室。

2022年11月29日深夜，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搭乘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升空，开启为期半年的太空生活。随着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
轮换完成，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空间站还将迎来更多
吉祥喜庆的春节。

中国空间站迎来建成后首个春节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祝祖国国泰民安

金虎辞岁，瑞兔迎春。
农历大年三十，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天南地北、

城市乡村，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人们奔赴团圆、感
受亲情、分享喜乐，汇成一幅幅充满活力的新春图景。

在这万家团圆之时，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岗位，用
闪亮的奋斗，为祖国和人民奉献。

年味升腾 热热闹闹团圆年

岁寒春意暖。辽宁沈阳市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
老年食堂里，一个个小红灯笼和福字烘托出浓浓的
年味。

74岁的独居老人单书清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和
10多位老人、社区工作者们一起包饺子、唠家常，“特
别高兴，就像大家庭团圆一样”。

“社区3000多户居民，60岁以上老人占40%多，
其中一部分是独居老人。”社区党委书记王晖说，“老
人们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既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
温暖，也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除夕，湖北省老河口市社会福利院张灯结彩，工
作人员给老人们送新衣、装饰房间，让他们过一个欢
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今年，有 50多位老人在福利院过年。“我们提前
为老人们选购了棉服、棉鞋，一个星期前筹备除夕年
夜饭，今天还为老人组织了联欢会、与家人视频连线
活动。”福利院副院长卢旭军说，“让老年人有一个幸
福的晚年，从我们福利院来讲，眼下就是从吃好一顿
团圆饭、过好一个喜庆年开始做起。”

除夕，一顿年夜饭，最具团圆的仪式感。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大型商场，江浙菜、新式京菜、

苏帮菜、西北菜……一家家餐厅座无虚席，处处欢声笑语，洋溢着阖家团圆的
欢乐气氛。

燕女士一大家子正在一家江浙菜餐厅吃年夜饭：“人齐，大家聚在一起，
吃什么都是团圆。”店长姜辉辉在后厨和大堂之间来回穿梭，忙得不可开交：

“店里的备货量是平日的4倍，年夜饭不限时，客人们吃到尽兴为止。”
在上海，绿波廊、上海老饭店、上海德兴馆、南翔馒头店等老字号餐厅，除

夕夜包间全部预订一空。“年夜饭预订情况基本恢复到了往年水平，尤其是大
年夜更是热门时段，一桌难求。”绿波廊总经理陆亚明介绍。

美团“餐厅订座”数据显示，全国预订除夕夜餐厅桌位的订单量日均环比
增长80%以上。

旅游过年 流动中国焕发生机活力

逛庙会、赏民俗、品年味，过年的气氛洋溢神州大地。
21日中午，湖北武汉市汉口里商业街，灯笼、福袋等各类春节饰品把街

巷装扮一新，商贩们的吆喝声与游客的喧嚣声交融，一派红火。
“我喜欢热闹，看到舞狮年轻人的精气神，感到很振奋。”刚看完舞狮表

演的武汉市民李香香意犹未尽，“过年了，感受到了春天的活力，相信会越
来越好。”

除夕之夜，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大雁塔旁的树干
上，诗词灯组点亮一段“诗意长安路”，游客们一路走来，感受着诗词之美。

在不远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里，舞龙舞狮在喜庆的锣鼓声中辗转腾
挪，寄托着美好祝愿的春幡高高扬起，掌灯执花的“花神”为穿梭在街区的人
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冰雪热起来，年味浓起来。天山脚下，银装素裹，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县板
房沟镇的白云国际滑雪场，大红灯笼点缀在白色雪场间，一片节日喜庆氛围。

不到上午11点，自驾车和大巴车就络绎不绝，游客里不少是带着滑雪装
备的孩子。“这几天可把我忙坏了，每天都有五六个学员。”单板教练叶尔萨
因·包拉提说。雪场副总经理凡兰兰介绍，1月以来，游客明显增加，目前客
流量相较去年已恢复80%。

距雪场10公里的乐野民宿负责人周成最近也是忙坏了：“一直到初六的
房间几乎都订满了，今年春节可真是热闹。”

流动的中国，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21日，云南省大理火车站人头攒动。大理站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客流井

喷增长，达到2019年春运同期的147%。
大理古城人民路两侧，餐饮、民宿、酒吧等小店密布，游客熙来攘往。“过

年这几天的房间都订完了。”古城内经营民宿10多年的刘雨婷感叹，流动的
人群让人看到了新春的勃勃生机。

玉兔奋跃 实干开启新征程

塔克拉玛干沙漠，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34岁的张龙是中石油
塔里木油田公司克拉天然气处理站副站长，今年是他连续第7个春节值守。

“我们坚守岗位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温暖过节。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视
频连线了我们油田，我们备受鼓舞。岗位虽然平凡，但只要奋跃而上、飞速奔
跑，就能干出青年人的风采。”

5时20分许，首都国际机场迎来除夕的第一班入境载客航班。北京边检
总站民警鲍玉凤娴熟地在查验台为旅客办理入境手续。

入警8年多，鲍玉凤的春节基本都在一线度过。去年，鲍玉凤和同事们
在机场入境专区值守，保障了北京冬奥会等重大任务。“北京成为全球第一个

‘双奥之城’，我倍感骄傲。”
除夕，有团圆的喜悦，更有坚守的奉献。
曾获2021年度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师”荣誉的环卫工人巩秀芳，这个

春节依旧坚守岗位。“工作十年，看到城市经过我们的美容变得整洁有序，很
有成就感。我们这个行业风雨无阻，停不下来，除夕只是我们365天中的普
通一天。”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宁虹路的一家菜鸟驿站里，34岁的站长杨锐一个人
在值班。杨锐因参与上海社区抗疫的优秀表现，成为国家邮政局举办的第五
届“寻找最美快递员”候选人。“快递是一个永远处于动态的行业，总有货品在
途中，坚守就是我们的责任。”

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监控大屏上，各种电网运行数据
不停跳动。除夕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用电高峰期，为让群众“亮亮堂堂”
过年，国网武汉供电公司1500余名电力员工坚守在保电一线，对大家来说，

“保障居民平稳用电，就是守护‘团圆’，也是幸福。”
在陇海线咸阳渭河大桥上，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咸

阳线路车间检查工区的马小英在一丝不苟地检查钢轨设备。这个检查工区
由6名平均年龄27岁的姑娘组成，她们负责管内113公里线路的设备安全。

今年 30岁的马小英工作了 7年，这也是她在岗值守的第七个春运，“看
到站台上的旅客脸上洋溢着回家团圆的幸福和激动，觉得工作非常有意义。”
她说。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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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美国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中国春节主题灯光。随着兔年春节的临近，世界多地以各种方式
共同庆祝中国兔年春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

共庆中国年

■上接第 1版 一桌饭就做出来了，太省事了，今年多
买点好吃的，和家里的兄弟姐妹、长辈一起好好过一个
团圆年。”

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

“年货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不脱
销、不断档，广大群众放心消费，舒心购物，过一个欢
乐祥和、团圆幸福的新年。”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副局
长高亚文说。

腊月二十九上午，记者来到位于东胜区繁华地段的
每天超市，各色品牌的米面粮油整齐地码垛摆放，新鲜
的蔬菜水果包装整洁，琳琅满目的小吃、零食和春联、福
字等年货给市民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每天超市经理沈
俊美介绍：“一进腊月我们就开始储备食品、酒水饮料、
礼品礼盒等生活必需品和年货物品，货品充足丰富，请
广大市民放心采购。为保证新鲜度，大批量的蔬菜水果
在腊月二十五以后入场，这几天正是采购高峰，每天都
有大量市民光顾，我们也全员投入全力保障供应。”

“为保障春节期间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价格
稳定，我们提前对生活必需品市场进行了日调度，各大
商超提前储备货源、调配品种结构，以更好地满足市民
消费需求。”鄂尔多斯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阿荣旗各大商场超市加大节日商品及蔬菜水果等
农副产品的供应，果蔬区里豆角、茄子、西红柿、萝卜等
蔬菜以及葡萄、苹果、桔子等水果争“鲜”上市，商家严把
进货渠道，全力让市民买得放心、安心。

“超市里商品齐全，果蔬新鲜，价格合理，今年的团
圆饭准备给家人多做几道新菜。”瓜果蔬菜、肉鱼蛋奶装
满了市民高先生的购物车。

促销活动开启新年福利

在呼伦贝尔，海拉尔区伊仕丹购物广场、大商友谊、发达广场等
大型商场以“兔年”为主题的“大展鸿兔”“扬眉兔气”“遇兔呈祥”“吉
兔拜大年”等促销活动极富传统年味，为市民送出新年福利。

首届“海拉尔东山·蒙商年货节”吸引了72家商户联合促销，干
果山货、海鲜冻货、烟花爆竹等应有尽有，蒙古国商人的手工挂毯、
羊绒制品、奶食品等特色商品备受关注。年货节已成为中心城区及
周边群众采购年货的便利集市。

促消费，保发展，惠民生。春节期间，呼伦贝尔市千余家商贸企
业参与开展“跨年迎新购物季”消费促进系列活动。餐饮企业开展

“新春美食荟，年味送到家”活动，截至目前，已有90余家企业在节
日期间提供堂食、预制菜品礼盒、年夜饭配送、餐饮外卖等服务。

为营造新年新春氛围，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全面启动了“乐享消
费 惠购青城”线上线下跨年惠民消费活动，组织了发放消费券、在
重点企业开展200多场促销活动，大型商超进社区活动、网上年货
节等促销活动，各大商超陆续恢复正常消费，众多商家对节日消费
市场充满信心，也准备了多项优惠活动和爆款商品，让青城百姓收
获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优质年货俏销网络市场

呼伦贝尔市各地年货市场红红火火。全市生产企业、品牌公
司、电商平台纷纷推出2023网上年货节主题活动，为千家万户提供
特色优质农牧产品。新巴尔虎右旗刚刚举办第一场年货节直播活
动，邀请抖音百万粉丝主播参与，通过达人形象有力推动西旗羊肉
地标产品的影响力。

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近期纷纷推出了网上年货节活动，天赋河
套优质农产品在网上俏销年货市场，远销全国各地。

电商运营负责人白宇欣介绍，他们在京东的店铺名为“中国特
产天赋河套馆”，这段时间订单也是纷至沓来，即便是节前发货即将
停止，也没影响客户的购买热情。

“我们线上商铺有 27个品牌供应商的 96款产品，按不同规格
来算，有150多种产品。从去年12月开始，咨询、下单的客户暴增，
我们推出了满300元减40元的活动，12月份销售额较10月份翻了
一倍。”白宇欣说。

市
场
购
销
两
旺

新
春
年
味
儿
正
浓

■上接第1版
赤峰博物馆举办“金枝连朔漠——下嫁赤峰地

区的清代公主历史文物展”，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场
文化盛宴，深受市民喜爱。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黄河表示，2023年，赤峰市将围绕自治
区“四带四圈”文旅发展布局的功能要求，编制一批
文旅规划、推进一批重大文旅项目、打造一批文旅融

合品牌、实施一批专项工程，推动全市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为努力完成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凝聚人心和力量。

（综合记者 李玉琢 皇甫美鲜 王玉琢
刘宏章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高敏娜
郝飚 宋阿男 薛一群 王塔娜 皇甫秀玲
图古斯毕力格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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