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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每到新年到来之际， 都是让人感怀和无限憧
憬的时刻。 毕竟， 过往的时光都已成为历史， 新
的一页将陆续打开。 不过， 打开新年的方式也有
多种多样， 很多人都会信心满满， 以设定个人计
划和奋斗目标来为新年、 来为自己喝彩加油。

前不久， 我惊喜地看到了一个调查数据， 来
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进行的
一项有3210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 超七成的受
访青年明确将把融入国家战略目标作为自己的发
展方向。

从这个调查来看， 无论是看好未来人工智
能， 还是新能源、 人工技术， 抑或是数字技术、
元宇宙、 “互联网+”、 绿色环保等， 绝大多数
年轻人都会感到自身会从国家的人才强国、 就业
优先、 科教兴国、 创新驱动、 新型城镇化等战略
中受益无穷。 因为这些新战略， 会提供更多的发
展机会、 成才机会。 国家战略的实施， 不但体现
出国家对青年人才的高度重视， 还会带来更广阔
的就业机会。 让有志有为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追求。 可见， 把个人意愿与奋斗路径， 有效融入
国家发展战略， 既展现了年轻人的家国情怀， 也
是在国家战略的广阔发展天地中， 更好地实现自
身人生价值的有效路径。

新年让我们兴奋， 自然都会有新的憧憬、 新
的作为。 我以为， 早做计划、 早立志向， 不骛于
虚声， 不驰于空想， 早些投入， 早些行动， 这才
是新年最好的愿景方式。 因为与其坐而论道， 不
如起而行之， 只有不断的行动， 摒弃躺平、 观
望， 我们才能开创美好的新局面。

我们说， 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 但个
人理想追求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紧密相连的。 而孤立和不切实际的愿
景， 只能耽误个人成才的时机， 从而让愿景成为
空中楼阁。

眼下， 多元的社会也使得个人的志向出现了
多元化， 然而， 选择多元并不意味着把个人的利
益凌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 眼下， 年轻人更
要自觉肩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的国家建设使
命。 只有将自身定位在开拓者、 奋斗者， 将个人
命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才能书写无愧于时代的
人生华章。

如今，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 即使在奋进的征途上
面临许多艰难的挑战， 也应当踔厉奋发、 豪情满
怀。 因为没有一个美好愿景的实现是靠安安稳
稳、 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

把个人的发展与成才路径牢牢融入到国家发
展战略，就会使得自身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从而有了更多的不竭的人生动力。有人说，个人与
国家的关系就像45度角，横坐标是个人目标，纵坐
标是国家目标， 最好的人生和发展方向就是45度
线。 一个人的追求越接近，越有利于社会发展，国
家也会随之变好。的确，只有个人好，大家才好，从
而国家更好。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
才能最终做出有益的事业。

记得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君志所向， 一往无
前， 愈挫愈勇， 再接再厉。 是的， 一个人只有树
立了浓郁的家国情怀， 并为之不断奋斗， 才能矢
志不渝奋斗， 并最终做出一番成就。

新年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展望和抒怀， 也值得
对自身的发展定位做出一番全新的考量。 只不
过 ， 当我们拥有了 “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胸怀
时， 当我们拥有了梁启超所说的 “纵有千古， 横
有八荒； 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的社会担当之
时， 每个人才会有更好的人生作为。

2022年12月29日，在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
天鸿社区的“红色之家”，外卖骑手排队领取药品。
日前，湖南省长沙市在全市129个新就业群体“红
色之家”设置“共享药箱”，免费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
户外劳动者发放止痛片、化痰药等药品。

点评： “红色之家” 设置的 “共享药箱” 不
仅为户外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而且传递
了城市的温暖。

“共享药箱”
为外卖骑手等群体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 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第
十三届红薯擂台赛在柏树乡窑沟村举行， 来自当
地及周边区县的红薯种植合作社、 红薯种植大户
挑选精品香甜红薯参赛。 地处豫西伏牛山区的汝
阳县是红薯生产大县， 种植红薯历史悠久， 红薯
是该县的特色农产品。

点评： 农民脸上的笑容是丰收最好的诠释，
是属于奋斗者的笑容。 农民庆丰收、 享丰收、 话
丰收、 晒丰收， 用自己方式书写丰收， 展现了新
时代的农民精神风貌。

河南汝阳
举行红薯擂台赛

博茨瓦纳是非洲大象数量最多的国家， 拥有
超过13万头大象。 位于博茨瓦纳东北部马翁的
大象孤儿院成立于2017年，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
织。 这里收养脱离了象群的幼象， 将它们养育至
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放归自然。

点评： 对于野生大象而言， 现在这个时代充
斥着悲伤和各种危险。 大象孤儿院的成立， 让那
些无家可归的大象孤儿得到了妥善的关照。 人类
在发展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不要破坏动物的家
园，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

博茨瓦纳大象孤儿院
游客和大象近距离接触

2022年12月27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互联网医院， 医生通过手机为线上
患者提供医疗咨询与复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互联网医院的 “空中诊室”， 在原
有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增开儿内科咨询、 皮肤科咨
询门诊， 延长在线复诊挂号时间至19时。

点评：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 从手机挂
号到医患联系、 病人宣教、 慢性病管理和监护
等， 人们的健康管理服务已成为互联网上的新领
域。 “空中诊室” 既为患者提供了专业的医生服
务， 又节省了患者就医时间， 可谓 “一举多得”。

“空中诊室”方便就医
不骛于虚声不驰于空想
这才是新年最好的愿景

近日，在浙江台州市仙居县神仙居景区，仙居
县猎鹰救援队队员张永兴在悬崖绝壁间捡拾垃
圾。张永兴是一名登山攀岩爱好者，平时经常在登
山攀岩中义务捡拾垃圾， 还热心帮游客找回掉落
的手机、水杯等，被称为悬崖上的“蜘蛛侠”。

点评：把自己的爱好和做志愿活动结合起来，
为自己的爱好又增加了一份特殊的意义。 但另一
方面，游客们也应用实际行动关爱自然、共同保护
生态环境、不乱扔垃圾，文明旅游才是正道理。

攀岩爱好者
当起义务“保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