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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12月30日， 郑州火车站西广场地下
人行通道电动扶梯开通运行。 先前该处 “4部人
行扶梯闲置8年未运行” 引发公众关注， 郑州官
方随后称， 扶梯将于２０１９年12月31日前投入运
行。 开通后通道内还安排多名环卫工打扫卫生，
一市民说： 共有68阶台阶， 开通后方便不少。

点评： 唤醒闲置电梯固然重要， 叫醒涉事单
位的责任感则更为关键。

郑州火车站闲置8年的电梯
终于开通运行

库鲁木都克边防连， 位于帕米尔高原， 驻地
海拔2900米。 元旦前夕， 战士们进行2019年最
后一次巡逻。 途经三处冰河、 一座达坂、 一处峡
谷……旁边是悬崖， 脚下是厚厚的冰面 ， 当骑
马、 走路都不能前行时， 爬也要爬过去！

点评： 岁月静好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致敬
伟大的中国边防军人！ 无论严寒酷暑， 是你们在
默默守护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保卫着万家安宁。

边防官兵手脚并用
爬到执勤点位

■本期点评 博雅

“承载着一代代 ‘英雄营’ 官兵赓续血脉、
接力奋斗的荣誉室正式揭牌开馆……” 2019年
12月26日， 正值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 “英雄
营” 成立61周年之际， 也是新荣誉室建成揭牌
的日子， 该营邀请百余名老英雄回营， 与官兵一
起讲战史、 忆传统、 话忠诚， 续写 “红色家谱”。

点评： 不忘英雄， 不忘老兵， 致敬你们！ 让
英雄精神传承下去。

2019年12月29日， 哈尔滨大雪导致机场关
闭， 原本飞哈尔滨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滞留在江苏
盐城机场12个小时， 无法起飞， 当晚哈尔滨的
演出也被迫取消。 为了表达对哈尔滨观众的歉
意， 艺术家们在候机大厅上演了一场音乐会。

点评： 一场雪， 推迟了一个乐团的出行， 却
为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谢谢你们精彩的表
演， 谢谢你们分享的快乐和美好。

空军“英雄营”老英雄
回营续写“红色家谱”

刚刚过去的元旦， 让无数中国人为之心旌摇
荡。 当我们收听收看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之
后， 倍感寒冬里的温暖， 倍增新年继续奋发的勇
气。 怀旧和盘点过去的一年， 成为了近期众多网
友的热选事宜。 当然， 更多的还是对新年无限的
憧憬和期待。

不管你的主观愿望， 不管你如何感叹， 2019
年就这样迅速地走过了。 这一年， 从国家乃至全
球的经济都经历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有的甚至是
意想不到的考验。 这几天众多的媒体都在盘点国
内外的各类大事， 我仔细一看， 很多都是突如其
来的， 在当时看来， 都是难中之难、 困中之困，
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 然
而， 正如船到桥头自然直一样的道理， 我们硬是
闯过了这一道道艰难险阻的关隘， 在无限风光在
险峰中看到了新年的曙光！

早在多年前， 毛泽东主席就以伟大的战略家
胸怀告诫我们：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的确，
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 一万年都是一个瞬间， 更
何况一年呢？ 前几天， 我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只
见每个路人都在一幅大型的 “2020年 ： 新年快
乐” 的广告牌前或是驻足凝望， 或者是拍照留
念。 我想， 此时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会流露出对
新年的无比期待。 同时间的长河相比， 我们还有
什么不能割舍的呢？

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 黑夜无论怎样悠
长 ， 白昼总会到来。 文学家莫泊桑更是直截了
当： 人生活在希望之中。 发明家富兰克林也说：
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失去它生命就会枯萎。 我想
这些先贤都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个人
因为有希望、 有期待， 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有期待， 才能万众一心、 奔
向远方。 所幸的是， 我们在2019年， 看到了无比
坚强的中国人民， 以昂扬的斗志， 不屈的精神，
默默谱写着壮丽的凯歌。 这一年， 有太多的喜悦
让我们欢呼， 有太多的感叹让我们发出， 有太多
的成就让我们自豪。 当然， 也有太多的艰难、 太
多的探索、 太多的挑战让我们承受。 无论是哪个
行业、 哪个领域、 哪个地方、 哪个单位， 都有太
多的关键词等着人们去描述。

从国家层面来看， 无论从外商投资法的颁布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还是 “一带一路” 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展示的开放合作共赢， 抑
或是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
国家重大战略， 深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建设进程，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重大
项目成功实施， 高铁3.5万公里， 居世界第一的
伟大奇迹， 数十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
游行欢度国庆，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 “中国
之治” 新蓝图等等， 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国人
的奋发向上， 势不可挡。

2020年来了， 希望与美好在前头，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稳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仍然是人们
的衷心期待， 而不懈奋斗、 迎难而上依然是时代
的主旋律和最鲜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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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大雪致航班延误
维也纳管弦乐团机场开音乐会

高速新收费系统启用
余额扣尽不影响当次通行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 全国统一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电子不停车快速通行。 以
北京来说， 高速路收费车道中ETC车道占比近7
成， 主线收费站只保留混合车道两到三条。 收费
站取消了， ETC储值卡用户行驶途中余额扣尽不
影响当次通行， 但需尽快充值补交， 否则下次上
高速走ETC通道时会被 “禁入”。

点评： 用户需要及时为储值卡充值。 最简便
的方式是使用手机上安装的 “乐速通” APP， 配
合速通卡蓝牙读卡器完成。 安卓手机用户也可以
使用手机自带的NFC功能完成。

2020，
奋斗的本色

将始终保持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