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工作
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

■ 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麻痹
懈怠， 面对春节安全保障任务，

必须强化忧患意识、 底线思维，

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 守土尽
责。 大家以一人辛苦换来万家平
安， 希望再接再厉、 全力以赴，

确保人民群众平平安安过好年

荩 刊第三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 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ID:wenhuidaily) 今天 多云转小雨 温度:最低 7? 最高 13℃ 偏东风荞3 级 明天 雾转多云 温度:最低 8℃ 最高 15℃ 偏东风荞3 级

2019年 2月 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正月大初一 正月十五 雨水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第26035号 今日4版

总书记的讲话凝聚人心催人奋进

在奋斗中收获更多自信和勇气，更加坚定昂扬地
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广阔道路上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
信和勇气，更加坚定、更加昂扬地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广阔道路上！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

上的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念，开拓创新，脚踏实地，努力奋
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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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4 日同苏丹共和国总

统巴希尔互致贺电， 庆

祝两国建交 6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 苏丹是最早同新中

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

一 。 建交 60 年来 ， 两

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

展，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 2015 年中苏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 我对此感

到满意。 我高度重视中

苏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

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 ， 在共建

“一带一路 ” 框架内深

化各项合作， 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 推动中苏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发展。

巴希尔在贺电中表

示 ， 苏中建交 60 周年

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重大事件。 60 年来， 苏

中双边关系在各领域稳

步发展。 苏方愿继续加

强两国友谊与合作， 响

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积极参与 “一带一

路” 建设， 推动苏中战

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

发展。

同日，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同苏丹总理穆塔

兹也互致贺电。 李克强

在贺电中说， 中方高度

重视中苏关系发展， 愿

同苏丹政府携手努力 ，

以两国建交 60周年为新

起点， 拓展深化各领域

互利合作， 不断增进两

国人民的福祉。 穆塔兹

在贺电中表示， 建交 60

周年是苏中两国关系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 苏方

将同中方一道努力， 继

续深化苏中互利合作 ，

推动苏中传统友谊不断

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平平安安过好年
感谢所有为确保城市安全有序、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平安过年而履职尽责的人们

李强应勇除夕检查节日期间保障工作，亲切慰问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公安干警

本报讯 辞旧岁、 迎新春！ 越是万家团

圆之时，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安全有序运

行， 越是离不开各条战线的劳动者坚守各

自岗位、 不懈努力付出。 除夕上午， 市委

书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分别前

往市医疗急救中心、 豫园派出所、 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和上海火车站、 962777 燃气热

线呼叫中心等 ， 检查节日期间保障工作 ，

亲切慰问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 公安干警，

代表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感谢所有

为确保城市安全有序、 社会安定祥和、 市

民平安过年而履职尽责的人们， 向大家致

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市医疗急救中心承担着全市院前医疗

急救及各类应急医疗保障任务， 春节期间

仍有许多同志在岗值守、 24 小时待命。 李

强一行走进 “120” 调度指挥中心， 了解中

心日常运行及节日期间保障工作情况。 这

里统一受理全市 “120” 急救报警， 年接听呼

叫电话近 200 万个。 市领导察看了中心各类急

救车辆及设施配备情况， 同节日期间坚守一线

的医疗急救工作人员亲切握手， 感谢大家长年

累月、 不舍昼夜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 守护市

民生命安全。 李强说， 医疗急救， 人命关

天。 早一分钟响应抵达， 患者就多一分希

望。 希望大家立足自身岗位， 磨砺急救技

能， 普及急救知识， 以优良作风、 过硬本

领，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命

安全。

豫园民俗灯会是广受中外游客青

睐的沪上年俗景点。 为了确保市民游

客春节期间安全赏灯， 每天有 1500 余

名公安民警、 武警战士、 消防救援人

员等值守一线、 协同联动， 全力做好

客流引导、 应急疏散以及周边交通组

织等工作。 李强在豫园派出所指挥室

通过实时大屏检查豫园民俗灯会组织

及安全保障工作。 借助大数据、 云计

算等现代技术手段， 指挥室根据客流

数据实时变化， 将及时采取分级预警、

限行 、 限流以及出入口调整等措施 。

李强说， 安全工作不能有丝毫麻痹懈

怠， 面对春节安全保障任务， 必须强化

忧患意识、 底线思维， 守土有责、 守土

负责、 守土尽责。 大家以一人辛苦换来

万家平安， 希望再接再厉、 全力以赴，

确保人民群众平平安安过好年。

随后， 市领导来到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 听取全市节日安保工作情况汇

报。 春节、 元宵期间， 上海公安机关

持续启动高等级勤务， 每日投入 3 万

余名警力。 针对人流密集场所及重要

节庆活动， 运用上海警务大客流监测

系统， 全力维护各类活动安全有序举

行。 李强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公安

干警、 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表示诚挚

慰问， 感谢大家为城市平安有序、 百

姓安居乐业付出的辛劳、 作出的贡献，

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保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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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上午，李强检查春节期间有关保障工作，慰问节日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公安干警。

陈正宝摄

欢度幸福年，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
王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为亿万追梦人暖心鼓劲

《妈，我回来啦》是融在血液里的，“祖国”

这个词是刻在生命中的，《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 昨夜今晨，暖暖除夕夜，浓浓

家国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19年春节联

欢晚会再一次陪中华儿女过年。

己亥春晚自《时间的远方》款款而来，在

中国人最幸福的时刻，亿万观众跟随荧屏这

台大餐《点赞新时代》，用《妙言趣语》说说

《中国喜事》，当《时代号子》吹响《我奋斗我

幸福》的号角，亿万观众《我们都是追梦人》。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之年。 春晚营造了 “奋进新时

代、欢度幸福年”的佳节氛围。共欢新故岁，

荧屏年夜饭为亿万追梦人暖心鼓劲； 迎送

一宵中，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

从首都北京到祖国山川大地，从革命圣

地井冈山到我国汽车工业摇篮长春，再到改

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春晚铺开《幸福中国一

起走》的锦绣长卷。从电视荧屏到网络世界，

从中国观众、中国网友到海外表演者、中华

文化洋粉丝，春晚链接了天涯共此时。

戊戌辞、己亥至，零点钟声敲响前，韩磊

和雷佳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唱出从历史到

未来的中华儿女的初心与憧憬———奉献给你

的礼物，是我们过得幸福。和祖国在一起，平凡

如我，非凡是你。 为了你，我要做更好的自己。

岁物丰成，这些温馨瞬间为
满满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点赞

他是站台警员，她为“复兴号”乘客服

务。长长的夜，夫妻俩只有列车靠站的三分

钟团圆。春运进行时，为了千万个回家过年

的古老愿望，他们只能拥有一分钟吃饺子、

叙天伦。春天的《站台》迎来送往，坚守岗位

的人们合力托举大家的幸福。 在他们的守

护下，老年人能爱到细水长流，哪怕记忆里

的细枝末节不再精准； 拼了一年的年轻人

可以好好歇歇，哪怕家人偶尔调侃“过年像

冬眠”。

小品是真实生活的缩影。春晚舞台，我

们向高凤林、黄大发、王传喜等全国道德模

范、时代楷模拜年，为守护生命的“英雄航

班”川航 3U8633 机组点赞致敬。正因为他

们以及解放军 、警察 、消防员 、外卖小哥 、

快递小哥、保安保洁等劳动者《今夜无眠》，

千家万户才有了满满的收获感、幸福感、安

全感。

以梦为马，这些振奋时刻蕴
藏着流动的中国、年轻的追梦人

确认过眼神， 刘谦是总能带来奇迹的

人。 魔术的归魔术，真实的更为珍贵。 以梦

为马、奋斗以成，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在与

共和国一起走过的 70 年征程里，如同《可

爱的中国》里“欢歌代替了悲叹，富裕代替

了贫穷，康健代替了疾苦，明媚的花园代替

了凄凉的荒地”这样早早预见的，中国人民

才是真正播种奇迹的人。

是篮球场，更是活力场，《青春跃起来》

请出中国青年演员，邀来海外青年，篮球街

舞玩混搭，跳跃音符伴着启航笛声。 是武

艺场 ，更是士气阵 ，《少林魂 》里是年年相

见的塔沟武校少年，绵绵不绝的中华传统

魂就在拳脚如风、劈棍似林的少年身上，虎

虎生气。

《我和我的祖国》是传唱了多年的熟悉

旋律，在昨夜又让人热了眼眶。 于淑珍、郭

淑珍、李光羲、杨洪基、德德玛等打头阵，他

们的平均年龄 82 岁。 张英席、 金婷婷、霍

勇、周晓琳、钟丽燕、夏利奥来接力，他们都

是流动的中国年轻的追梦人。 当熟悉的音

符从老一辈的歌声里流淌到年轻的频道，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的情怀，戳中了多少

人的奋斗心事。而当景甜、王俊凯、王源、易

烊千玺、吴磊这群神采飞扬的年轻人，用歌

声宣誓“每一次奋斗拼来了荣耀”，荧屏前、

网络端，这句话道尽心声———“我们都是追

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

上图为春晚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日本东京塔
首次点亮中国红

■ 这不仅表达了广大旅日侨
胞对祖国和亲人的赤子之心和亲
切问候， 也传递了日本人民对中
国人民的节日祝福和良好祝愿，

更寓意着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将
更上一层楼， 迎来新的发展

■本报东京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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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诗文中读懂春节

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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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现场记录
除夕夜的劳动者

■ 除夕夜，你可知道，还有很多人难
以和家人团聚。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奔赴
一线，走近平凡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正是
他们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精彩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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