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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年第一天，拉萨的阳光藏在厚厚的
乌云里，寒意逼人，但拉萨河南岸的慈觉林
村却非常热闹。来自拉萨各单位的干部职
工、登山爱好者、市少年业余体校学生等
500 余人聚集在这里参加新年登高健身
活动。

11点整，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着慈觉林村
的天堂草原出发，朝气蓬勃的体校少年引领
着整个登高活动。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洋溢着
微笑，步履轻盈朝着终点奔跑。

“五、四、三、二、一，出发！”元旦当天，在
云南省石屏县，“异马当先·奔跑拥抱新时代”
异龙湖环湖马拉松赛事正酣，3000余名马拉
松爱好者在奔跑中迎接新年。

元旦上午，在江苏宿迁，万人长跑队伍在
《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激情开跑。大家昂首
挺胸，放开脚步，尽情奔跑。

已有30年历史的甘肃兰州市元旦冬泳
表演1月1日如期举行，来自甘肃周边省市
及兰州市冬泳协会各代表队的300多名冬泳
爱好者在黄河进行漂游和横渡，成为冬日里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上海长宁，“元旦迎新骑行活动”每年
都进行，只是今年的起跑线设在新年第一天
启用的生态绿道入口处。迎新骑行活动通过
骑行“丈量”长宁绿道，感受生态绿道优美的
环境，体会长宁绿色宜居的城区特色，吸引了
许多骑行者。

神州处处景象新
——各地群众共庆元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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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晚，重庆南岸区弹子石老街，游客、市民正在迎春灯饰前拍照留影。元旦假期，南
岸区在弹子石老街打造以“千灯万福”为主题的迎春灯会，现场九大主题彩灯华丽绽放，更有
提灯夜游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坚守岗位 笃定前行
——2020开年第一天履职尽责记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
党委书记徐翔：

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
“利奇马”重创了岩坦镇，山早村蒙
受重大损失。我们当前最紧迫的
工作是，全力做好山早安居小区建
设，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入住。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楠溪古
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已经成为温州
市对外展示的窗口，2019年接待
了来自各地将近一千个团队考察
学习。在新的一年，如何让乡村
振兴示范带的成果辐射全镇，让
示范带上的产业兴起来，让全镇
各村通过产业兴旺富起来，从而
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这是我们的新工作目标。

同时，我们将用汗水浇灌收
获，以实干笃定前行，积极加强基
础组织建设，搭建创业平台，让乡
贤能人回乡参与家乡建设，引导
村民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魏永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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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江乡政府干部马正新：

2019年是独龙族人值得铭记的一年。我们
迎来了独龙族整族脱贫1周年。这一年是独龙江
高黎贡山隧道贯通5周年，独龙江整乡推进独龙
族整族帮扶10周年，独龙江公路通车20周年。

独龙族人民生活年年进步，岁岁
提高。独龙江畔处处欢声笑语，
独龙人民歌唱繁荣昌盛的祖国、
歌唱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2020年是独龙族展望幸福
生活的又一年，独龙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关心下，生产、生活将取得更好的发展。作为
一名独龙族干部，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如
既往立足本职工作，尽职尽责服务好家乡人民，
防止返贫、奋斗小康，为独龙江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杨时平 潘锦绣整理）

立足本职作贡献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三中队班长袁坚亭：

2020年的第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红旗猎
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仍坚守在天安门广
场，担负广场中心区及人民英雄纪念碑固守警戒
任务。越是临近节日，广场上的游客就会越多，所
以在元旦佳节里，更需要提高警惕，时刻保卫
安全。

我所在的中队是人民英雄纪
念碑下的红色连队，红色基因已
经深深融入连队的血脉。去年，
经过全体官兵的不懈努力，连队
圆满完成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庆祝活动等各类大型国事活动任务和天安门广场
临时勤务的警卫任务。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里特别提到，
“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我深
受鼓舞，同时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新的一年，我给
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考学提干，用更丰富的理论
知识，更长久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

（本报记者 姜天骄整理）

红色基因永传承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右安南桥支行理财经理扈
夏蒙：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包括理财咨
询、存取款等在内的网点金融服务。虽然是元旦
假期，但我和同事们一如往常地在银行网点为客
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我发现，随着智慧金融的普及，自助服务越来
越方便，愿意通过自助机具办理业务的客户数量
越来越多。包括开户、开手机银行、密码重置、账
户升降级，甚至是购买理财、外币购汇结汇、自谋
职业人员社保签约扣款等业务都可以在自助机上
办理。目前，80%的业务都能在自助机上办，柜台
的压力比过去小了许多。

我的新年愿望是专业能力再提升一步，为更多
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2020开年第一天，
加油！

（本报记者 钱箐旎整理）

智慧金融更便民

暨南大学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潘钰：

今天是2020年第一天，我选择投身“书的海
洋”，来到学校图书馆做图书馆管理志愿者。尽管
是元旦，但临近期末考试，来图书馆阅读和学习的
同学依然有很多，整个馆内弥漫着纸张翻阅的声
音，让人感觉非常安心。我推着小车，尽可能放轻
动作将归还来的书摆放到正确位置。图书馆第五
层聚集了一批文学类书籍，常常是大家借阅频率
最高的“必争之地”，有不少同学在这里的书架间
徜徉。

暨南大学图书馆已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馆
舍，它曾在抗战洗礼后浴火重生。但数次重建，积
厚流光，任风吹雨打也不曾动摇其初心和理念。
新的一年，这座百年馆舍将一如既往，向莘莘学子
谆谆教诲，积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涓滴力量。

（本报记者 郭静原整理）

志愿服务守初心

在2019年到2020年的“跨年”时刻，海南航
空B737机队中队长陈闯正驾驶由南京至海口的
HU7090次飞机飞行在万米高空上，陈闯和机组
人员、乘客一起在空中“跨年”。

今年39岁的陈闯是辽宁阜新人，2004年10月
飞行学院毕业后加入到海南航空成为一名飞行员。

“飞行员除了大家羡慕的风光，也有很多艰
辛。”陈闯说。飞机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是
1日凌晨1点半，夜幕中，陈闯驾车回到海口的家
中已经快3点，此时父母和妻儿均已熟睡。为了
不打扰睡梦中的家人，陈闯轻手轻脚地开门、洗
漱，生怕有丁点儿的声响吵醒家人。“这个行业黑
白颠倒，经常半夜才能到家。”

工作15年，陈闯的总飞行数已达12932个小
时，同时创下了安全起降2821架次的连续飞行无
个人差错民航系统个人安全纪录。“新的一年，作
为一名飞行员，安全责任大于天。我将把每一次
飞行当作新的开始，始终以严谨负责的态度保证
安全飞行。”陈闯说。

文/本报记者 潘世鹏

民航飞行员：

万米高空共跨年

2019年，北京市级机关正式搬迁入驻城市副
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通州区区长赵磊表示：“一年来，我们全面推
进重要节点和重大工程建设，运河商务区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完工，2019年绿地中心等3个项目交
付使用。文化旅游区环球主题公园启动游艺设
备安装，环球大酒店等配套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
段。城市绿心完成了8000亩绿化建设任务，歌

舞剧院、博物馆、图书馆三大建
筑实现进场施工。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东六环路入地工
程正式开工建设。北京城市副
中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赵磊表示，2020年北京城
市副中心将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加快推进行政办公区二期建设，文化旅游区一期
将完成环球主题公园重点项目和游艺设备安装，
确保具备开园条件。城市绿心全部完成园林绿
化，还将推进歌舞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
和共享配套设施主体工程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生机勃发，必将获得群众的喜爱”。

文/本报记者 李佳霖

公务人员：

生机勃发绘蓝图

“罗萨拉扎西德勒，新年好。欢迎大家到西
藏来，我是导游平措。”2020年1月1日10时,布
达拉宫门口，31岁的西藏唐拉雅秀旅行社导游
平措迎上今天要带的旅行团，向来自广州、上海
等地的9名游客热情地用藏汉双语表达新年
祝福。

因为对藏民族文化的热爱，2016年平措关

掉了自家餐馆开始从事导游
工作。“全年基本无休，一周平
均要带 5个团。虽然陪伴家
人不多，但是工作让我很充
实。”平措满足地说，在西藏做
导游，除了做好文化讲解，也

要讲好民族团结的故事，把团结和谐的新西藏
介绍好。

“2020年我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更多
的游客讲解好西藏历史文化。女儿7岁了，有机
会我也要为她做一次导游，让她更多地了解藏民
族优秀文化。”平措对新的一年满是憧憬。

文/本报记者 贺建明

旅行社导游：

文化交流促和谐

“信号开放，车门关闭，到点开车，注意警
惕。”1月1日9时32分，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郑州机务段高铁司机杨震用手依次指向
仪表盘各个位置，并大声呼喊着设备状态，驾驶
G7971次列车驶出郑州东站。

2020年是郑渝高铁郑襄段开通运营的第一
个新年。“去年能参加联调联试，对我来说是最自
豪的经历！”杨震回忆着新线试验的场景。每天

从凌晨5点起床开始，杨震和
同事一天至少操纵高铁往返
20多趟，配合完成各种试验。
下班后还要对当日操纵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
根据第二天的试验计划编制作

业指导书和操纵提示卡；回到宿舍经常是零点以
后，刚睡下，第二天的工作就将开始了。

“高铁新线开通让沿线地区人们享受出行便
利，并对旅游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杨震兴奋地介绍着自己的工作，“新的一年
里，我要以安全为第一要务，开好每一趟高铁，安
全平稳地运送更多乘客回家。”

文/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赵晶晶

高铁司机：

规范操作保平安

2019年最后一晚，合肥南站动车运用所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在跨年夜坚守岗位，对动车组进行全
面细致检修。 黄博涵摄（新华社发）

新年假期，络绎不绝的南方游客踏雪北
上，专程来到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在祖国最
北端的冰天雪地中告别2019年，喜迎2020
年的到来。

内蒙古包头市赛汗塔拉首届冰雪文化艺
术节、首届冰雪那达慕在元旦期间同步举行。
零下20摄氏度的户外气温并不能阻挡人们游
玩的热情。“几场大雪过后，我们这座城市美得
如童话一般。今天我带一家人来体验赛汗塔
拉的冰雪艺术。”包头市青山区市民高娃说。

元旦上午，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锣
鼓喧天、热闹非凡。由社火、舞狮、秧歌、锣鼓
等组成演出方阵，精彩的节目吸引了众多市
民驻足观看。2020庚子年春节期间“中国年·
看西安”系列文化旅游活动拉开帷幕。

元旦当天，浙江温州阳光灿烂，正式开

园的温州江心屿东园游人如织。位于温州
市区北面瓯江中游的江心屿，是中国四大名
屿之一。去年，温州对江心屿景观进行了整
体改造，形成沿共青湖一圈的完整游线。走
进江心屿东园，古典亭台楼阁镶嵌在林木之
中，更显景观错落有致。

1月1日早上8点，伴随着悠扬的古乐，孔
子故里曲阜的明故城门缓缓打开，开城仪式歌
舞过后，第一批走进孔庙的游客们登上钟楼，
敲响祈福的钟声，崭新的一年拉开了帷幕。

元旦期间的青岛西海岸新区，冬天的丝
丝寒意并没有阻挡市民走出家门共庆新年
的脚步。在秦皇汉武等众多帝王祭祀祈福
的千古胜地——琅琊台，2020年元旦送福活
动吸引大批市民在此聚集，写福牌、系福带，
体验拓片古老工艺。

“扎西德勒！这是来自阿坝州红原县的
牦牛奶粉，助力红原脱贫奔小康，买它！”“来
尝尝泸州水豆豉，儿时的美味，特别下
饭。”……元旦上午，在四川成都宽窄巷子景
区东广场，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迎春年货
大集正在这里举行。和普通的年货不同，在
这个集市上，所有的年货都标上了“四川扶
贫”的标志。水果、茶叶、腌腊制品……来自
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秦巴山区、乌蒙山
区四大片区的扶贫产品琳琅满目，引得大伙
纷纷询价购买。

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冰屋美食街，元
旦一大早，店家就开门迎客，精心准备拿手美
食，烤鱼、烤肉、羊杂汤……各式特色美食让
冰屋充满香气暖意。

“福海县的草鱼加上秘制调料，再用和田
杏木烘烤，味道非常棒！”来自墨玉县的阿卜

杜力木·阿卜杜热合曼将穿插好的烤鱼整齐
围拢在火堆旁，还不时向游客推荐拿手美
食。当天，在冰屋美食街举行的乌鲁木齐天
山区第四届“厨香满天山”冰雪美食大赛暨全
民评巴扎美食活动，给游客送上了一场美食
盛宴。

元旦当天，宁夏银川花博园湿地博物馆
门口广场上彩灯高挂，美食飘香，说书、剪纸
等各种民间艺术争奇斗艳。由银川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主办的“点亮新银川·欢喜过大年”
银川市首届迎春灯会吸引了不少游客。

本次银川首届迎春灯会活动集“吃、游、
购、娱及非遗、文创”于一体，将一直持续到2
月9日，共有100组主题彩灯，并配套设置了
非遗展示、年货大集、风情美食、灯谜游艺等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综合本报记者报道）

健身赛事动感十足

1月1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欢乐气氛，各地群众

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庆祝新年到来。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年货大集琳琅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