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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2022/1/1
星期六

辛丑年 十一月廿九 元旦

●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
感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
向荣的中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唯有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
负时代、不负人民

●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
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
户的事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

●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
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
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

●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
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
备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
民安！

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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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大家好，2022年即将到来。我在
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

回首这一年，意义非凡。我们亲
历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昂首阔步行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从年头到年尾，农田、企业、社区、
学校、医院、军营、科研院所……大家
忙了一整年，付出了，奉献了，也收获
了。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感
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
荣的中国。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
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有赓续传承的事
业。

七月一日，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站在天安门城
楼上感慨系之，历史征程风云激荡，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
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成
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我们唯有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
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百年成就使人
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我曾谈到
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
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
得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
能到达的。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
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
尽精微”。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
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我调研了一些地方，看了听了不少情
况，很有启发和收获。每到群众家
中，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父老
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
贫困有着切身感受。经过一代代接续
努力，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也能吃饱
肚子、穿暖衣裳，有学上、有房住、有医
保。全面小康、摆脱贫困是我们党给

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让
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
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
盼。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
省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还
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逶迤磅礴的雅
鲁藏布江；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工
程，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无
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是藏羚羊
繁衍迁徙……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这一年，还有很多难忘的中国声
音、中国瞬间、中国故事。“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深情告白；“祝融”探火、“羲
和”逐日、“天和”遨游星辰；运动健儿
激情飞扬、奋勇争先；全国上下防控疫
情坚决有力；受灾群众守望相助重建
家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
兵矢志强军、保家卫国……无数平凡
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
扬奋进的洪流。

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
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

“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
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
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
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
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
贡献。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向 12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20 亿剂新冠
疫苗。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
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
章。

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人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
题中之义。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
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
好了准备。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的三
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海外
同胞仍在辛勤耕耘，使领馆、中资企业
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生仍在勇
毅坚守，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奉献。
大家辛苦了，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
年问候！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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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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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2021公益路 我们陪您走过

件件暖心事浓浓关爱情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摄）随着时间的流逝，2021年与我们挥手告别，作

为有公益情怀的生活报愿与您一同回忆2021年的温暖瞬间，微笑的背后，是关
爱环卫工的细心，是呵护自闭症儿童的爱心，更是保护环境的志愿之心。跟随
生活报记者的脚步，定格2021年那些温暖的笑容吧！

2021年4月20日，生活报携手哈
尔滨市道外区园林局共同发起生活报
社“2021公益春植”活动，号召市民一
起为冰城“添香”。

4月24日，在道外区沿堤街与南
直路交口绿地，由生活报党总支全体
党员、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生活报

小记者、生活报读者及道外区园林局
共产党员先锋队共计 500 人，栽种
240余棵丁香树，为大美冰城哈尔滨
添绿助力。本次活动栽种地原本是残
土堆积点，经过连日的持续改造，变成
绿化小片林，本次栽种活动，将为绿化
改造添砖加瓦。

“公益春植”我为家乡种棵树

2021年1月，由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全国近百家媒体发起的
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中，生活报
推荐的高速交警刘浩男当选2020年
度正能量人物。同时也为黑龙江省募
得5万元爱心公益基金。经天天正能
量与生活报共同策划，将五万元公益
基金用于黑龙江自闭症儿童关爱活

动。在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这一
天，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生活报
推出特别策划，“我把春天送给
你”——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
读者、志愿者、网友广泛参与，通过制
作DIY花瓣手工皂的形式，为自闭症
儿童送去春天的色彩和气息，获得爱
心手工皂，获得康复礼包。

“我把春天送给你”关爱自闭症儿童

2021年5月9日母亲节当日，生活
报推出大型读者日活动——“我对妈妈
说出爱”，两大会场囊括众多回馈活
动。读者现场参与互动，扫码关注龙头
新闻App及生活报官微，鲜花、饮料、
《生活报》等精美礼品拿到手软，50组读

者牵起妈妈的手，站在直播主题版前说
出心底最真挚的爱。此外，现场还有帮
办咨询、专家问诊、法律咨询服务面对
面。本次活动吸引到线上、线下千余名
读者互动参与并留言，“为生活报读者
日贴心活动点赞，期待下次再见！”

“我对妈妈说出爱”感谢呵护我长大

由黑龙江省慈善总会联合生活
报、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共同发起的“暖
阳活动”，于2021年4月1日上午在
苇河林业中学启动。活动现场，国药
控股星鲨制药捐赠2000盒药品，价值
近10万元，赠予全校1200名师生。

另外，由宝丰医药购买和募捐到的
300多本图书，现场赠予了同学们，营
养专家还为同学们做了成长阶段的营
养摄入科学指导。自2018年3月以
来，该项目共资助216余人次优秀贫
困高中生，共计43.2万余元。

“暖阳计划”温暖自强学子

2021年1月起，由黑龙江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生活报社联合发起的

“希望工程守护计划”正式启动，用爱
心的9.9元，帮助留守学生解决午餐
费用、日常学习用品费用，以及开展青
少年心理健康公益教育服务费用。活
动通过生活报官方微博、生活报头条
号及生活报APP线上同步直播。

4月13日，记者随同黑龙江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双鸭山
市集贤县，为那里的155名留守儿童

送去一年的免费午餐款。
5月17日，记者随同黑龙江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捐方知名
美食探店播主大LOGO一起，驱车
200余公里，来到海伦市。知名美食
探店播主大LOGO现场捐赠善款14
万元，用于海伦市海北小学74名和东
林小学26名，共计100名学生的午餐
补贴。目前，本活动已经捐出35万余
元的爱心善款，帮助255名留守孩子
吃上营养午餐。

“希望工程守护计划”留守娃吃上热乎饭

社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广告业务办理电话：（0451）84691043 承印：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31 日，爱心企业“张
亮麻辣烫”牵手生活报，一同来到哈尔
滨市香和小学，联合开展“关注龙江留
守儿童·一杯牛奶”公益活动，为那里

就读于一年级的 70 名留守孩子送去
一年在校期间的鲜牛奶费用，此活动
是“关注龙江留守儿童”系列活动之
一。

“一杯牛奶”让留守娃健康成长

2021年9月2日起，由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生活报在内的全国20家
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2021“益起过中
秋”活动正式启动。

9月 17日、18日，生活报记者、志

愿者陪乡村留守娃共度一段难忘的时
光，150份中秋礼包送到孩子身边，学
习包、月饼包，加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的中秋晚会，暖意融融温暖留守孩子们
的心灵。

“益起过中秋”感受节日温暖

2021年6月11日生活报牵手共青
团黑龙江省委员会、黑龙江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联合发起2021年“金秋助学”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本活动的资助对象
为各地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初
中、高中（含中职中专）、高职高专、高校

在校学生；2021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
录取的二类本科以上特困大学生新生
（二本B、民办院校、军校、委培及教育部
直属师范院校免费生、艺术类考生除
外）。项目最终募集507万余元，帮助
2500余名学子圆梦。

“金秋助学”助力高校学子上大学

2021年10月26日，哈尔滨市环卫
工人节当日，生活报联合省慈善总会、哈
尔滨市城管局发起“一杯热水行动 温暖
环卫工”活动，号召爱心商家、个人，为环
卫工们送去一杯热水，提供一个临时休

息区，让冬日的冰城处处洋溢着温暖。
冬日里，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在一线进行
保洁、清冰雪等作业，哈尔滨市许多爱心
商家积极行动，为正在室外作业的环卫
工人送去热饮、提供临时歇脚地儿。

“一杯热水行动”关爱冰城环卫工

2021年11月起，由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生活报举办的“针心针意”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招募到生活报党员、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和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共

100人，他们化身爱心织手，通过一周时
间的精心编织，最终共同编织出300条
围巾，连同孩子们许愿的新年盲盒，最终
送抵300名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手中。

“针心针意”针针编织冬日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