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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日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我驻
外人员、海外华侨华人纷纷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直抵人心，他们将继续投
身于祖（籍）国建设和发展，为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中国第 22批援助赞比亚军医组全
体队员表示，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坚决履行使命，为继续深化中赞两
国友谊添砖加瓦，以实际行动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中国武夷乌干达分公司党支部书
记唐霖辉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以更加饱满
的激情积极投身建设大业。

约旦费城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丁海彬表示，孔子学院教师将继续积极
做好汉语教学和中约教育文化交流工

作，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彭奕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
搭建中南人文科技等交流桥梁，同世界
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英学联主席张岑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更加坚定了留英学子与英国青
年一代增进交流、促进理解、共享未来
的决心。

埃及中国学联主席摆克成说，在埃
中国留学生将谨记讲话精神，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努力奋斗。

萨尔瓦多华侨总会理事李兢一说，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表明党和政府十分
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致力于做好养老、
脱贫等事业。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会
长李中平表示，我们一定抓住历史机
遇，为中马两国人民友谊、为中马经贸

合作更上一层楼、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美
好未来贡献力量。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
俊晓说，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温暖人心，
提振信心。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和特点，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而努力前行。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溪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到了旅意侨胞
的心坎里。“我们要用辛勤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创造中意关系的美好未来。”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潮说，
身为海外侨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
国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也期待中美关系
发展迈上新征程。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
席林性勇说，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再次提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感触颇深，只
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情系本国
人民、心怀天下苍生的胸襟和气魄。

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我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近平

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在中国农历猪年新春
到来之际，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要以各
种形式向中国人民和华侨华人拜年，并
表示对双边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4日向在菲华
侨华人祝贺新年。他说：“菲律宾与中
国持久的友谊与互助，不仅为两个国家
带来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更是在求
同存异的过程中丰富了我们这个国家
的文化。”

泰国总理巴育 4日在个人脸书账号
上发布新春祝福。他按照泰国华裔传
统，用泰语拼出汉语潮州话的祝福语
“新正如意，新年发财”，并用泰语写道：
“春节快乐，祝大家今年心想事成，幸福
快乐，身体健康。”

尼泊尔总理奥利 4日专门写贺信向
中国人民致以问候和祝愿。他说，中国
领导人富有远见，中国人民执着奉献、
努力工作，造就了中国的巨大进步。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3日发表贺词，
向中国人民致以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他说，肯中友好合作源远流长。近年
来，肯中关系更加紧密，肯中合作从基
础设施拓展到制造业等各领域。中国
是肯尼亚真正的伙伴和朋友。在新一
年里，他和肯尼亚人民期待与中方继续
紧密合作。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向全球华人
致以节日祝福。他说，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 中国取得非凡发展成就，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尼日利亚非常
高兴与中国保持往来，期待尼中友好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日前在
会见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临时代办
赵宝钢时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他说，津中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两
国政府和人民的交流日益增多，“当我
们其中一方庆祝节日时，另一方也会一
同庆祝”。

乌干达总理鲁贡达日前会见华侨华
人代表和商界代表，祝贺中国春节。他
表示，穆塞韦尼总统非常重视乌中关系、
重视中国投资者的安全。中国投资者在
乌工业园、水电站等项目为乌经济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提振了乌就业。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贺函中说，多
年来，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每逢新
春，都会邀请中国艺术团来塞访演，同
塞人民分享中国文化。文化交流、文明
互鉴是各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实现和
平共处的重要基石。中国领导人和中
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发扬中华文明和文
化的价值，我对此深表敬意。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日前在

会见中国驻中非大使陈栋时用中文向
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中非
共和国将继续全力和中方一道，积极推
动两国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纳米比亚国民议会议长卡贾维维
表示，纳米比亚议会希望同中国全国人
大巩固良好关系，希望新的一年对于纳
米比亚和中国来说都是美好的一年。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通
过视频向中国人民恭贺农历猪年。他
说，我毫不怀疑，今年中国还将继续实
施鼓舞人心的改革政策，造福人民。相
信今年塞中关系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通过中国媒体
发表贺词，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希望丹中两国合作在新的一年里实现
更大发展。他说，猪年象征着投资与赢
利，我认为这对丹麦和中国都是如此，
希望丹中两国能够继续推动相互投资
与贸易往来。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费朗日前在其
官邸举办招待会，迎接中国春节。他
说，法国国民议会庆祝中国春节适逢法
中两国建交 55周年。长期以来，两国议
会交往密切，法方愿同中方继续加深沟
通与对话。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祝所有中国朋
友新年快乐、万事顺意、猪年大吉。祝
愿中国蓬勃发展、富强繁荣。

祝福中国 共谋发展
——多国政要祝贺中国农历春节

新华社联合国2月4日电 （记者
徐晓蕾） 2月 4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
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出席安
理会“雇佣军活动是非洲不安全和不稳
定的根源”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马朝旭表示，雇佣军活动严重威
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平

稳定。国际社会应恪守 《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充分尊重非洲国家
在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应加强国际
和地区合作，形成打击雇佣军活动的
强大合力。国际社会应支持非洲加快
发展。中方将继续支持非洲实现和
平、稳定与发展，携手构建中非命

运共同体。
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赤道几内亚总

统奥比昂主持此次会议并在会前会见
了马朝旭。奥比昂感谢习近平主席派
特别代表出席此次安理会会议，表示
赤几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
方进一步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马朝旭
出席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地理方位：南
●观察点位：西沙中建岛

2 月 5 日，大年初一，晨霞刚刚
跃出海面。西沙中建岛守备队营区
内警报声骤然响起，一场反破袭战
斗演练随即打响。

教导员刘传文早已全副武装。
站在军械库前。他不时低头看着手
表，集结过程中流逝的每一分每一
秒，都是对战斗力的拷问。

中建岛守岛官兵早已习惯这种
随机的紧急拉动，越是节日，战备
之弦越要绷得紧，用官兵的话说就
是，“睡觉都要睁只眼，摸黑也要上
战位”。

中建岛官兵常说：“没有七分英
雄胆，休上中建白沙滩。”这里地处

西沙前沿，官兵常年在高强度的战
备训练中锤炼本领，人人枕戈待旦、
蓄势待发，以临战姿态备战。

雷达值班室内，雷达分队队长
张孝伟训练结束后连装具都没换
下，便赶过来诊断雷达故障。战友
们说，张孝伟的胸中装着两片海：一
片是看得见的海，就在信号台窗外，
无边无际的波涛日夜拍打着岸滩；
另一片是看不见的海，由一道道正

弦波构成的信号之“海”……
张孝伟反复核准几个测量参

数，很快找出“病灶”。他疾步奔上
平台开始维修，一干就是半个多小
时。回到宿舍，张孝伟打开手机和
家人视频连线。网络那头，妻子眼
中满是关切……张孝伟告诉记者，
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是岛上战备
最紧张的时刻。这段日子，他和战
友都几乎怀抱着钢枪入睡。

枕戈待旦，胸中装着两片海
■陈润楚 肖炬鹏 本报记者 陈国全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春节，当《啥是佩奇》视频
短片唤起人们对于团圆和亲情的期盼，回家的念
头，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是啊，浓浓新春，暖暖
亲情，谁不想与家人吃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谁不
想跟亲人一起唠唠军营里的那些事儿……

虽然“返乡是思乡的解药”，但于军人而言，
“七尺之躯，已许国”。不能回家，是因为军人的肩
上扛着守卫祖国万里河山的使命，是因为军人的

脚步连着身后千家万户的灯火璀璨。
万里碧空的九天国门，蓝天卫士展翅翱翔，一

飞冲天；空气稀薄的雪域高原，边防军人爬冰卧
雪，昼夜巡逻；波涛万顷的蓝色国土，海军官兵驾
鲸蹈海，劈波斩浪……当你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到
坚毅与勇敢，也就读懂了军人的奉献与崇高。

在这个团圆时刻，让我们向军人无私的坚守致
敬！ ——编 者

●●地理方位：东
●●观察点位：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大年初一一大早，东部战区海
军航空兵某旅外场战斗值班室，坚
守一线的官兵正为随时可能到来的
战斗起飞准备着。

机场上，一排排战鹰整齐排
列。机械师、军械师、通导师……一
个个战鹰“守护者”严阵以待。无论
平时还是节日，确保每一架战鹰处
于最佳状态，就是他们坚守战位的
职责。

走进战斗值班室，数十张由该
旅战机拍摄取证的清晰图片，有序地
排列在墙上，见证着他们捍卫领海领
空、维护国家主权的使命与担当。

会议室内，3天前刚刚执行支援
掩护任务归来的飞行员施连军，正
和战友讨论执行任务中的体会。他

的身上穿着绿色抗荷服，腰间挂着
伞刀和手枪。
“担负战斗值班，必须 24 小时

‘全副武装’，就连上厕所也要把飞
行头盔提在手上。”当日指挥员、旅
长陈刚介绍说，现代战争分秒必争，
为确保第一时间驾机升空，值班飞
行员必须时刻处于临战状态。

只要战斗转进的铃声一响，飞
行员必须立即在战机座舱就位待
命。和衣而睡、头盔伴枕、枕戈待
旦，已成为飞行员值班的常态。

“对我们来说，战斗随时可能在
下一秒打响。”施连军说，“守卫领空
海疆，不能没有上膛的子弹。面对不
期而至的‘豺狼’，海空‘雄鹰’就是祖
国手中时刻听令出击的‘猎枪’。”

说话间，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
响起，值班人员迅速奔向各自战
位。机场上，数架战鹰整装待发，
空勤、地勤人员各就各位……

机场跑道尽头之外，官兵们
用石子拼起来的鲜红大字清晰可
见——“请祖国放心！”

头盔伴枕，让战鹰随时翱翔
■沙凌云 本报记者 刘亚迅

●●地理方位：西
●●观察点位：雪域高原某冰川

大年初一，记者加入西藏军区
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巡逻队，与
这群离天最近的忠勇男儿一起为祖
国贺岁迎春。

冰雨刚把夜幕“洗白”，该营巡
逻队官兵破晓出征。排长张宇特意
拿出一捆安全绳。此行一路艰险，
必须带齐装具，以备不时之需。

官兵从海拔 4900 米的山腰处
徒步行进。此时，气温低至-20℃，
落雪结冰，张宇在前方探路，带队
翻过一处达坂坡后，组织点名。他
说：“这里海拔高，氧气稀薄，为避
免不测情况发生，我们随时进行人
员清点。”

队伍行至冰川脚下，眼前是一

片陡坡，张宇将绳子系在每名官兵
腰间。大家一个接一个跟上，腰间
的长绳将所有人的身体连在一起，
也把每一颗心“系”在一起。
“巡逻路上，这条绳子能救命。”

孟建溁讲起多年前的一次难忘经
历。那是一个严冬，孟建溁和战友巡
逻至一处冰谷，他一脚踩空，掉进冰
窟窿。战友们脱下外衣，一件接一件
系成“长绳”，帮助他脱离险境。“巡逻
虽然艰险，但只要身边有战友，再难

的山都能翻过去。”孟建溁说。
翻过陡坡，冰湖横亘眼前。雪

花漫天飞舞，张宇下令原地休息待
命，自己带领 2名战友上前探路。10
多分钟后，传来张宇的指令：“大家
跟上，尽量贴着冰湖岸边走。”

抵达点位，展开五星红旗，张宇
和战士们庄严敬礼：“这里的每一寸
雪峰都是祖国的土地，我们巡逻在
这里，就是守望万家灯火、守护人民
平安。”

云端贺岁，用铁脚丈量雄关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本报记者 郭丰宽

●地理方位：北
●观察点位：内蒙古锡林郭勒

大年三十傍晚时分，锡林郭勒
草原冰封雪裹，记者迎风碾雪赶往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五连某执勤
点。绕过一片陡峭岩壁，记者看到，
山巅哨楼仿佛悬空而建。

哨楼门口一副大红春联格外醒
目：“为守新春千家好，愿作边关一
颗星。”哨长文泉说：“这副春联是哨
所战士张衡写的，上午我还用他写
的‘福’字扫出一个‘敬业福’。”

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温暖怡
人。征得哨长同意，记者沿“之”字
形楼梯爬上哨楼观察室，两名全副
武装的哨兵正密切注视着远方，观
察边情。

从观察室向外眺望，边境线在
白雪映照下一览无余。值班员尹自

伟拿起一块绒布，在面前的铁盒中
蘸了些白色晶体轻拭窗户。他压低
声音说：“室内外温差近 40℃，玻璃
容易结霜，每半小时就要用盐擦一
次，以免影响观察。”

正在另一方向用望远镜观察的
战士张志，突然做出一个手势。尹
自伟立即上前，仔细观察辨认几秒
后，通过手持机报出一串数字。不
久，手持机接收到一组信息……记
者顺着哨兵的目光望去，一个“光
点”正在边境线上缓慢移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中凝结
着紧张气息。这时，摄像头旁的扩音
器突然响起：“这里是旅作战值班室，
根据你处报告，经连队前出检查，确
认不明灯光为牧民驾驶车辆夜间迷
路误入巡逻路，已引导驶离。节日执
勤辛苦了，继续保持警惕。”
“明白！”两名哨兵迅速转向摄

像头，敬了一个军礼。尹自伟告诉
记者，有了信息化助力，哨所实现
“入网并线”，如今执行观察执勤任
务，哨兵已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哨楼守岁，战士警惕如鹰睨
■徐 鹏 本报记者 康子湛

逛庙会、品美食、看花灯……在春节到来之际，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留学生举行了年味浓郁、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喜迎

新春，共同感受中国节日文化的魅力。图为2月5日，在缅甸仰光的唐人街街头，观看庆祝农历新年舞狮表演的女孩抚摸狮

头祈求好运。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大年初一，机动某支队家属房年味十
足。家属房内窗明几净，冰箱、洗衣机等设
施配套齐备，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一名
军嫂坦言：“部队的关心让我们倍感暖心，
我一定好好支持他工作。”
“解决军属探亲路费”“让军属住得

舒心”，只是总队为官兵服务的第一步。
机动某支队根据来队家属不同饮食

口味，“私人制订”可口饭菜。针对春节购

物不方便的实际，支队安排专人定时统计
家属购物需求，让给支队配送农副食品的
商家定期送来年货，确保官兵与家人团聚
的日子里过得顺心开心。
“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就

像家里一样。”上士肖志富的妻子袁小琴
是从江西来边疆过年的，部队周到细致
的服务让她深受感动，“融融关爱暖如
春，我打算拍一个视频短片分享给远方
的家人，感谢部队对来队军嫂的关心关

爱……这个春节过得特有年味儿。”
大红灯笼挂起来，喜庆春联贴起来。

为让来队家属过一个祥和幸福年，该总
队各单位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来队
家属和官兵一道参加游园活动；邀请来
队家属与官兵一起包饺子过除夕……

天山南北的座座警营里，暖心惠兵
举措，让来队探亲的“小家”充满了欢歌
笑语。

（本报乌鲁木齐2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