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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31 日
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胡
锦涛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央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共
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的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
我们即将开始 2009 年的崭新
岁月。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
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
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
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
新年的祝福！

2008 年，对于中国人民来

说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
年。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
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
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成功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
飞行任务，成功举办第七届亚
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
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
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
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
了新的贡献。今年，中国人民
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 30 周
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
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中国各族人民正豪情满怀地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继
续奋斗。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各
国人民今年以来给予我们大
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表示衷
心的感谢！

2009 年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
份。 60 年前，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发
展历史新纪元。 60 年来，中
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发
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新的一
年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
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
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
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
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
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促
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
度自治的方针，同广大香港同
胞、澳门同胞一道促进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将坚
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方针，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主题，加强两岸交流
合作，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
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
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
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总
体上保持稳定，但国际金融
危机仍在快速扩散和蔓延，
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
际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
和平与发展面临各种严峻挑
战。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
对挑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也是维护国际形
势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的必由之路。借此机会，我
愿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

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努力，致力
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继续同世界
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此时此刻，世界各地仍
有不少民众遭受着战火、贫
困、疾病、灾害等苦难。中
国人民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
表同情，将继续向他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衷心
希望，世界各国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共同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让各国人
民过上和平美好的生活。

最后，我从北京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

随着 2009 年第一轮红日
冉冉升起，大众日报迎来了第
70 个生日。

70 年沧桑巨变，70 载岁
月如歌。当几代大众报人相聚
一起，与来自大江南北和山东
各界的嘉宾高朋欢聚一堂，隆
重庆祝大众日报创刊 70 周
年，我们心潮起伏，感动不已。
省委书记姜异康的重要讲话，
结合山东实际，体现了胡锦涛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全省新闻宣
传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姜书记对大众日报在 70 年光
辉历程中作出的贡献、发挥的
作用、取得的成就所给予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大众日
报提出的殷切希望和明确要
求，令新老大众报人备受鼓舞
鞭策，倍感责任重大。抚今追
昔，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未来，
我们信心满怀。我们要认真学
习贯彻省委领导的重要讲话
精神，牢记使命，奋发有为，继
往开来，创造无愧前人、不负
来者的新业绩。

大众日报走过的 70 年，
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开
拓奋进的 70 年，是与人民大
众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的 70 年，是新闻理念不断
更新，办报水平不断提高，宣
传舆论阵地不断巩固发展的
70 年。

回顾大众日报 70 年的历
程，一幅恢宏的历史长卷在眼
前展开。70 年前，山河破碎风
飘絮，风雨如磐暗故园。共产
党担负起抗日救亡图存的历
史责任，点燃民族独立的烽
火。山东根据地开创之初，在
沂蒙山区的王庄，创办了自己
的报纸大众日报。70 年来，大
众日报无论作为中共中央山
东分局机关报、中共中央华东
局机关报，还是作为中共山东

省委机关报，始终是党和人民
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
火纷飞的岁月，大众日报像一
面高扬的旗帜，激励着山东和
华东军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斗志。新中国成立以
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的
历史时期，大众日报引领社会
舆论，高奏改革旋律，高唱奋
进凯歌，服务工作大局。每当
历史的转折关头、每当发展的
关键时期，都吹响解放思想的
号角，擂响改革发展的战鼓，
为激励全省人民积极投身改
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积
极贡献。始于本世纪初的改版
扩版，大众日报确立了“新闻
强报、特色立报”的理念，报纸
面貌发生崭新变化，得到党
委、政府、业界人士和广大读
者的肯定，连续三年四次获得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创造了广
受赞誉的“大众日报现象”。今
天，大众日报已经发展成为拥
有 11 报 5 刊 1 网站的大型报
业集团，形成了以党报为龙
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
合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经济实
力不断壮大，初步形成了以报
为主、多业并举的崭新格局。

回顾大众日报 70 年的历
程，我们深深知道，在这幅
恢宏的历史长卷上，镌刻着
党的光荣，镌刻着人民的光
荣，镌刻着一代代大众报人
的光荣。

我们将永远铭记，大众日
报 70 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党
中央和山东省委关心与支持
的结果。大众日报是党的喉
舌，她的成长，受到党中央和
山东省委的亲切关怀。党的三
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先后为大众日报题
词；历届省委对大众日报的宣
传工作和事业发展都给予极
大关心和支持。中央和省委的
关怀与支持，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都是不竭的动力之源，激
励着全体大众报人，艰苦奋
斗，积极进取，奋力开拓，不断
创造新的业绩。

我们将永远铭记，大众日
报 70 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人
民群众的厚爱与支持的结果。
大众日报是人民的报纸。在战
火纷飞的艰苦岁月，是真挚纯
朴的沂蒙人民哺育了我们，他
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站岗、放
哨，藏机器、运物资，掩护报社
员工，有 160 多位好乡亲为此
献出宝贵生命。和平建设和改
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一如
既往地关心报社发展，不遗余
力地提供帮助和支持。人民群
众的养育之恩和深情厚谊，无
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激励着全
体大众报人根植人民，服务人
民，永远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我们将永远铭记，大众日
报 70 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一
代代大众报人浴血奋战、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的结果。战争
年代，有 530 多位职工壮烈牺
牲。我们的先辈们，怀着火一
样的激情，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走进报社这个大家庭，聚
集在党的旗帜下。他们一手拿
笔，一手拿枪，既是宣传员，又
是英勇的战士，无论条件多么
艰苦，绝不停止出报，大众日
报由此成为中国报业史上连
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我们
的先辈们，用青春和热血，书
写了党领导人民从事的可歌
可泣的英勇奋斗史，书写了自
己壮丽的人生，书写了大众日
报报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为
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
绩。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大
众报人为报社的发展倾注了
毕生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理想
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执着，
他们胸怀大局、脚踏实地、不
求闻达、默默奉献。他们的高
风亮节和崇高风范，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都激励着全体大众
报人不懈奋斗、无私奉献。

70 年不懈奋斗，大众报人
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塑造了
“坚持党性、服务人民，追求真
理、求实创新，团结和谐、充满
活力，成就自我、奉献社会”的
大众报人精神；70 年不懈奋
斗，大众报人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坚持以提高舆论影响力为
中心任务，坚持以做大做强主
报主业为立社之基，坚持以改
革创新为事业发展的根本动
力，坚持以文化建设提升队伍
素质，坚持以干事创业凝聚人
心，坚持以法律、政策、制度作
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根本标准，
努力推进和谐建设。这些精神
和基本经验，我们将在今后的
实践中认真坚持并不断丰富
完善，使之在新征途上绽放出
更加夺目的光彩。

纪念是为了继承，更是为
了开创。

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山
东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
发展，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
需要舆论强有力支持、激励、
引领。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认清肩上担负的重要职
责，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不断
改进和加强新闻宣传工作，为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
思想文化保证，是全体大众报
人的使命所在，责任所在。我
们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要求，始终坚持党报
的性质，把握正确的办报方
向，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
创新，把大众日报办成导向正
确、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
广泛、影响力强的国内一流媒
体，为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宣传思想
战线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
线，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报业集
团是省委舆论的主阵地，在改
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从全
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新
闻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服
务全省工作大局，唱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用加
倍的努力和更加优异的成绩，
为“大众报人”这一光荣称号
增添新的光彩。

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舆论
引导水平。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宣传部
门的重要职责和重要任务。当
今社会，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
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
越突出。我们要在推动经济发
展、引导人民思想、培育社会
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
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
重要作用。坚持党性原则，牢
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以
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
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新闻
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加强主流媒体建设
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以党报
为龙头，整合子报刊、网站等
媒体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舆论
引导新格局。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为事业发
展提供不竭动力。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我们曾经在全国率先实行自
收自支，率先实行中层干部竞
争上岗、人员招聘和经营业务
公司制运营。大众报业集团山
东大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昨
日挂牌，标志着大众报业集团
创新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又迈出新的步伐。我们要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干部、人
事和分配制度改革，适应和促
进集团新闻生产力的发展，激
发创造活力，为事业发展提供
不竭动力。

我们要继续推进产业发
展，壮大集团实力，为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作出新贡献。新世
纪新阶段，集团党委提出“三
四五”的发展战略和挺进报业
八强的阶段性目标，得到全体
职工的拥护。我们要大力营造
团结和谐、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积极推进集团
战略的实施。通过培植“三大
支柱”，建设“四个发展高地”，
广泛整合资源，打造“五大产
业集群”，争取早日实现“品牌
媒体、报业八强，活力集团、和
谐家园”的共同愿景。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班子建设和集团队伍建设、集
团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
斗力。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推
进事业发展，关键在班子、在
队伍、在人才。大众日报是新
中国新闻人才的摇篮，培养了
一大批名记者、名编辑，他们
分赴全国各地，有的后来成为
政治家、教育家、外交家和著
名学者，有的成为新闻文化事
业的骨干，可谓英才辈出，群
星灿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加强思想道德修
养，恪守职业道德，弘扬大众
报人价值观，努力建设一支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
的新闻宣传队伍，从根本上为
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
强有力的保证。

纪念是为了继承，更是为
了开创。

薪火相传，事业的接力棒
传到了我们手里，创造无愧于
前人、无愧于历史的崭新业
绩，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历史将记住我们的誓言。
历史将记住我们的承诺。

胡锦涛发表 20 0 9 年新年贺词

祝大家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

牢 记 使 命 继 往 开 来
—写在大众日报创刊 70 周年之际

□大众日报编辑部

人们习惯将 1 月 1 日
称为“元旦”。专家介绍
说，“元旦”一词在我国
已沿用 4000 多年。

据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赵之珩介绍，我国夏朝
时产生了“夏历”，即现
在的“农历”。以农历正
月初一为“岁首”，岁首
这天就叫“元旦”。

在我国汉语中，“元
旦”是个合成词，“元”
是“初”“始”的意思，
“旦”指天亮或早晨。殷
商时代青铜器皿上，就已
有 “ 旦 ” 的 象 形 字 。
“ 旦 ” 的 上 面 是 个
“日”，表示一轮圆圆的
太阳；下面是个“一”，
表示地平线。“日”与
“一”合在一起，即太阳
跃出地平线，冉冉东升。
古人创造“元旦”一词，
含义很美，奇巧精妙。
“元旦”一词已在农历
( 夏历 ) 中沿用 4 0 0 0 多
年。“元旦”，还有元
朔、元晨、上日、端日等
说法。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
治，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
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
农历的正月初一叫做“春
节”，把公历的 1 月 1 日
叫做“元旦”。不过当时
并未正式公布和命名。新
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上决定采用公历即阳
历纪年，并把 1 月 1 日叫
“元旦”。

祛 病 疗 疾

腊 八 粥
腊八粥主要由米类、

豆类和坚果组成。人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不
同的搭配，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适当增减腊
八粥中的成分，以达到祛
病保健的效果。

大枣：枣有健脾养
胃、养血壮神的功效。

花生：花生性平、味
甘，润肺和胃，治燥咳，
并有通乳的功效。经常食
用可养血补血，补脾润
肺，有滋润肌肤的效果。

桃仁：有润肠通便的
功效。可用于闭经、炎症
肿痛、肢体麻痹、疟疾、
肠燥便秘、跌打损伤等疾
病的治疗。

南瓜子：润肺化痰，
利水行气。

莲子：具有养心、益
肾、补脾之功。

核桃：素有“长寿
果”之称。核桃仁具有补
肾纳气、益智健脑、强筋
壮骨的作用，还能够增进
食欲、乌须生发，核桃仁
中所含的维生素 E 更是医
药学界公认的抗衰老药
物。

桂圆：性温味甘，益
心脾，补气血，具有良好
的滋养补益作用。可用于
心脾虚损、气血不足所致
的失眠、健忘、惊悸等
症。

松子：松子富含蛋白
质、挥发油等营养成分。
有润肺滑肠、美容养颜的
功能，可用于治疗肢体麻
痹、头晕目眩等病症。

“元旦”一词已

沿用 4000 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