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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时间新故相推一往无前，奋斗接续发
力永不止步。奋斗的征途上，一个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正是我们前行的坐标。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
定。”“2019 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
一 起 拼 搏 、一 起 奋 斗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回顾过去一年全国人
民撸起袖子干、挥洒汗水拼的场景，展望
未来一年的重要工作、奋斗征程，向新时
代的奋斗者、追梦人致意，为美好生活的
创造者、守护者鼓劲，洋溢着信心与决心、
情怀和担当，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逐梦、
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披荆斩棘，70 年风雨兼程，我们党团结
带领亿万人民，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
地的历史，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充
满希望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6 年多来的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来到新的历史
方位。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很多人都会
感慨，中国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也会更
加坚信，只有奋斗才有稳稳的幸福。为了
更美好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继续奔跑、不
懈奋进。

2019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四川凉山三河村、山东济南三涧
溪村、辽宁抚顺东华园社区、广东清远连樟
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深情牵挂
困难群众，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过
去 6 年多来，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8000
多万，每年都有 1000 万以上的人口摆脱贫
困 。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一 个 都 不 能
少”。今天的我们不能为取得的成绩而沾
沾自喜，更不能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上有丝毫懈怠，必须风雨兼程、再接再
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
基础。

拼 搏 和 奋 斗，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
匙。让企业轻装上阵，真诚尊重各种人才，
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有奔头，咬
定脱贫目标使劲干，关爱退役军人，为快递
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
的劳动者点赞……新年贺词里，习近平主
席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奋斗者群体。新时
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
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涓涓细流终能
汇成大江大海。让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
涌流、活力充分迸发，让更多人找到人生
出彩的舞台，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
步伐。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新年的阳光遍洒大地，2019 年，我们仍需
挥洒汗水拼出更好的未来。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用拼搏和奋
斗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篇章，将人民共和
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2019，
一起拼搏一起奋斗
——习近平主席2019年
新年贺词启示录④

据新华社台北1月3日电（记者章
利新、刘斐、杨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日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在台湾引发热烈反
响。台湾主流舆论和各界人士认为，
此次讲话是未来推动两岸关系走向和
平统一的根本遵循，擘画了两岸和平
统一的清晰图景，也凸显了大陆在主
导两岸关系走向上的自信与实力。

台湾《联合报》用前三个版面大篇
幅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该
报仔细梳理大陆对台政策新意涵，认
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清晰地擘

画出两岸统一路径图。
该报刊登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

长王信贤教授的文章指出，习近平的
讲话从历史、民族感情、两岸现实等出
发，提出五项主张，其核心便是两岸

“统一”，并将“台湾问题”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行联系，是具纲领性和里
程碑意义的文件。

台湾《中国时报》同样用三大版面
深入解读讲话。其中题为《两岸关系
新分水岭 台不应再筑高墙》的报道指
出，习近平畅谈和平统一，邀请台湾代
表性人士共商“两制”，这对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影响巨大。

台湾《旺报》推出12个版面的特别
报道，全面反映台湾各界对讲话的解读
和反响。报道指出，习近平正式提出要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指明和平统一
的实践方式，是最重要的涉台论述。

新党主席郁慕明指出，习近平的
讲话展现了领导人维护中国主权领土
完整的意志与信心，也希望两岸基于
一家人的同胞情，平等协商、共议统
一。“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表达了
他对于祖国统一的责任感。

“这关系着台湾的生机和年轻一代
的未来规划，相关政党应该重视并具体
回应。”他表示，新党愿意率先呼应，在

新的一年，与各界展开对话沟通，寻求
共识，就两岸的未来与大陆协商，为两
岸的和平统一大业迈出第一步。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
任杨开煌教授指出，习近平的讲话
展现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
导权和主动权”，展现了他是从国家
必须统一的高度，去思考两岸关系
必然的走势。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
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指出，习总书记讲
话围绕“两个‘无法改变’，两个‘无法
阻挡’”的中心，提出五项主张，这将是
未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向和平

统一的根本遵循、行动指南。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智贤表示，习

近平承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台湾同胞定不会缺席，而且明明
白白地告诉台湾同胞，你们想要的生
活方式，我们都尊重，“我觉得这代表
着他的格局、气度和坚持”。

“两岸的未来就是要追求统一。
这既是为台湾的未来、两岸的未来，更
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
梦’缺少台湾，则梦不能圆，台湾不能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缺席。”中国国民党
前主席、台湾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
会董事长洪秀柱对记者表示。

擘画两岸和平统一清晰图景
——台湾舆论和各界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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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
的教科书。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启
迪今天、昭示明天。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
纪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
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 年
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全面阐述
了我们立足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把握历史大势、着眼
民族未来，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
的纲领性文献，对我们进一步坚定
信心，继续团结包括广大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
大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
年的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
历史，所有中华儿女对此刻骨铭心。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
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
创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来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
生 ，必 将 随 着 民 族 复 兴 而 终 结 ”。
正因如此，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
为 矢 志 不 渝 的 历 史 任 务 ；正 因 如

此，习近平总书记“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坚定话语，引发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
论，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
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
作为的时代。今天，民族复兴、国家统
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
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
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
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
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
和平统一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这五个方面重大政策主张，从历史和
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
度，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
大势，科学回答了在民族复兴新征程
中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
题，必将获得两岸同胞的广泛拥护和
坚定支持。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
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现在，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
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
礴力量。一位台湾中学校长，看到祖
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慨地

表示，“江河汇入大海，是不可抗拒的
规律，我想两岸关系的发展也终将如
此”。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
都理应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共
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
握，未来可以开创！”支持和追求国
家统一是民族大义，应该得到全民
族响应。让我们携起手来，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
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大陆社会各
界和大陆各地台胞中引起热烈反响和
强烈共鸣。人们纷纷表示，两岸同胞
血脉相连，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
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戴杰表示，总书记说“两岸
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
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
着办。”这饱含深情的话语令她非常
感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应当互相
关爱、互相依靠，夯实心灵契合的基
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追求民
族复兴和国家统一。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祖国必
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道出了广大
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40年前，《告
台湾同胞书》中呼吁的两岸通航通
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
贸易往来，已相继变为现实。40年

后的今天，我们更加相信，祖国的统
一并不遥远。”在上海市台办工作了
30多年的退休干部葛凤章说，在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祖国统一进程一定会大大加快，
两岸同胞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美好未来。

新浪网友“淑怡”在网上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点赞”：“祖国必须统
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
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总书记
的这句话真是提气、鼓劲！”

今年70岁的李春发是江苏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副书记，
从部队退伍后在开发区工作 20 余
年，见证了台商在昆山的融入和发
展。“昆山是台资集中地，总书记的
讲话让台商朋友们感到十分温暖，
心里更踏实、更放心。听了总书记
的讲话，我们这些在昆山工作的同
志们也都感到非常振奋，讲话给今
后的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鄢

显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有历
史感，继往开来，意义重大。台湾曾因
国家衰败而被外敌侵占，在两岸同胞心
灵深处都留下深深的伤痕。诚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
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如
今，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民族复兴指日
可待。我们相信，因民族弱乱而产生的
台湾问题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福州市台协原会长陈建男与儿
子陈奕廷两代人都选择来大陆投
资、生活。谈到对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的体会，陈建男认为，两岸统
一一定会实现，也必将造福两岸同
胞。“我来榕投资已近30年，看到祖
国大陆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两岸经
贸交流与民间往来日益密切，各级
政府真心实意帮助台商排忧解难。
我深信国家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两
岸的未来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总书记的讲话情深意切，充分
体现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尊重，令
我感到十分温暖和安心。”作为福州
市台协现任会长的陈奕廷说，台湾

同胞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应积极
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大陆同胞
携手开创属于中华民族的新时代。

福州先施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秀容的父亲1947年为生计所迫，
中学没读完就离闽赴台谋生。“一湾
海峡，演绎人间多少悲欢离合。记得
父亲以前经常在等着从香港转来奶
奶的信，他的心总是悬着的。而如
今，两岸交流往来频繁热络，合作共
赢处处生机。对我而言，浅浅的海
峡，不再是走不出去的乡愁，而是施
展人生抱负的美丽舞台。”

“总书记说：‘亲望亲好，中国人
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
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
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
这让我非常感动，台湾同胞要把握机
遇，尤其台湾青年应当勇敢来大陆追
梦、逐梦、圆梦。”陈秀容说。

南宝树脂（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昆山台协荣誉会长孙德聪说：“总
书记的讲话让广大台湾民众感到暖

心、安心，也更有了信心。近年来，大
陆不断出台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
施，对台胞在大陆发展有实质帮助，
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希望并且相
信会有更多台湾朋友来大陆寻找机
遇，在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中，
两岸同胞定会共蒙其利，同时不断实
现心灵契合。”

南京台协会长林铭田来宁创业
25年，在他看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中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一语中的，非常
重要。林铭田说：“总书记的讲话释
放出很多善意，我相信广大台湾同胞
都能感受到。两岸中国人运用智慧
最终定能实现统一。‘台独’是走不通
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常
务副会长张华说：“我爷爷是抗战时
期的空军。从小我的家庭就告诉我
自己是中国人。总书记讲话给我很
大震撼，实现国家统一是两岸中国人
共同的追求，我期待亲眼看到两岸和
平统一的到来。”

担大义·顺大势·促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大陆各界和大陆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