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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学江

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为了疫情防控大局，大家
积极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年。

返乡过年，阖家团聚，共沐乡情，是每一个游
子的最大心愿，哪怕路途千辛万苦，也心甘情愿。
然而，大量人员流动和聚集，极易造成疫情传播扩
散。

正所谓“不是不想家，是想为大家”。为了疫情
防控，就地过年是人们为防疫大局作出的奉献和牺
牲，是一种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守望。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历来充满
家国情怀。在这个特别的春节，无数人为了防疫大
局，在家与国、情与责面前作出了理性而高尚的选
择。这分家国情怀，体现了无数个体对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的责任担当。这分家国情怀，既是春节最
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源
泉。

就地过年是牛年春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地
过年人员的奉献和大爱，将被铭记在历史中。他们
是这个春天最美的人，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赞
美。让我们向就地过年的朋友们致以最深情的问候。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不是不想家，是想为大家

■新华时评

2月10日，在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一家花卉市场，顾客在拍摄盛开的蝴蝶兰。
春节临近，市民来到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花卉市场，选购鲜花，迎接新春佳节。

张 驰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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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简 报
●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驻

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的“金牛贺
岁 共度佳节”2021年中蒙新春文化交流活动10日
正式启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0日发布消息说，根
据中印双方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中印两军
位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于2月10日开始同步有
计划组织脱离接触

●日本制药企业小林化工公司因为生产的一款口
服药混入过量催眠成分导致多人健康受损，9日被其
所在地福井县政府勒令停业整顿

●根据智利海关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智利
对华出口额达37.4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据新华社）

国内时讯

▲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 10 日从全国妇联获悉，春
节前夕，全国妇联在湖南省益阳
市赫山区开展 2021年“送温暖
三下乡”活动，为当地妇女儿童
送去“儿童快乐家园”“母亲邮
包”、春蕾助学金等项目物资。

此外，全国妇联委托当地妇
联干部走访慰问亲人就地过年未
能返乡的留守妇女儿童家庭、生
活困难的三八红旗手、军烈属
等，为她们解难事、办实事，动

员和激励广大农村妇女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再建新功。

全国妇联同时发出慰问信，
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广大妇女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
抗击疫情作出的重要贡献。新的
一年，全国妇联将开展“巾帼心
向党 奋斗新征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同时拓
展巾帼志愿服务，关爱留守妇女
儿童，带领广大妇女投身乡村振
兴，共建美好家园。

全国妇联
开展2021年“送温暖 三下乡”活动

国际时讯

▲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记者邓仙来） 美国会参议院 9
日正式启动对前总统特朗普弹劾
案的审理，并以56比44的投票
结果确认了审理符合宪法。特朗
普是美国首位两度被弹劾的总
统，同时也是首位卸任后面临弹
劾案审判的总统。

当天，作为控方的众议院弹
劾案“管理人”团队和作为辩方
的特朗普律师团队就审理弹劾案
是否符合宪法进行了4小时的辩
论。参议院在控辩双方陈述结束
后举行全体投票，6名共和党参

议员和全部 50 名民主党参议员
认为审理弹劾案符合宪法，其余
44 名共和党参议员持相反观
点。基于该结果，参议院将继续
审理弹劾案。

在审理最后阶段，双方各有
2小时进行结案陈词，随后参议
员审议并就是否给特朗普定罪举
行全体投票。而要给特朗普定
罪，需要至少 17 名共和党参议
员和全部 50 名民主党参议员支
持，方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法
定门槛。美国朝野普遍认为，特
朗普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会参议院
正式启动特朗普弹劾案审理

据新华社利马 2月 9日电
（记者张国英）秘鲁总统萨加斯
蒂9日晚在首都利马接种中国国
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

秘鲁国家电视台直播了萨加
斯蒂在秘鲁陆军医院接种疫苗的
过程。在见证了一线防疫人员接
种疫苗后，76 岁的萨加斯蒂坐
到操作台旁，医护人员在其左臂
注射了新冠疫苗。随后，萨加斯
蒂获得疫苗接种证书。

萨加斯蒂在全国电视讲话中
说，接种疫苗是免遭病毒感染的
最佳保护屏障，是秘鲁战胜新冠
疫情迈出的第一步，政府的目标

是在 2021 年为所有秘鲁人接种
疫苗。

当日清晨，位于利马的洛阿
伊萨医院3名一线医护人员接种
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成为秘鲁
首批疫苗接种者。

根据官方公布的接种计
划，秘鲁将分阶段为全民
免费接种疫苗。第一阶段
为所有抗疫一线人员接
种；第二阶段为60岁以上
老年人接种；第
三 阶 段 主 要 为
18 岁至 59 岁人
群接种。

秘鲁总统接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2021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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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海外侨胞拜年。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
国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发展史、中
华民族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我们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我们决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要
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
奋斗、锐意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力拼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出席团拜会，李克强主持。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
意融融，各界人士约 1000 人欢聚一
堂、共迎新春，欢声笑语间洋溢着喜
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10时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向全场
挥手致意，同大家互致问候、祝福新
春，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回首过去
一年，既有惊心动魄的风云突变，又
有豪情万丈的砥砺前行。一年来，我
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
城、迎难而上，战疫情、抗洪涝，促
改革、推开放，抓脱贫、惠民生，保
增长、稳大局，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

疫情蔓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
实现经济正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捷
报频传，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
进，“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
同，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
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就没有
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就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铿锵步伐。

习近平强调，新的一年，我们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
和安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十四五”时
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指出，“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100年来，中国共
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
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
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中
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
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
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
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
了 14 亿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
护。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要认
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坚定理想信
念 ， 牢 记 初 心 使 命 ， 植 根 人 民 群
众 ， 始 终 保 持 蓬 勃 朝 气 、 昂 扬 斗
志。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
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
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强调，在中华文化里，牛
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
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

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
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
为老黄牛。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
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
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
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
造新的历史辉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
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
群各部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著
名专家学者及首都各界人士代表。文
艺工作者在团拜会上表演了精彩的节
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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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总导演：陈临春
副总导演：夏雨、邹为、赵越
主持人：任鲁豫、李思思、

尼格买提、龙洋、张韬
开场歌舞《万事如意》
演唱：佟丽娅、陈伟霆（中国

香港）、江疏影、杜江、欧阳娜娜
（中国台湾）、龙紫岚（中国澳门）

歌舞《节日》
（1）《非洲歌舞》
领唱：朱明瑛
演 唱 ： 谢 一 梅 、 牛 妞 、 李

丁、王呈章
领舞：刘洋、王晶
（2）《埃及藤杖舞与东方舞》
领唱：沈娅丽、霍思羽、西

尔艾力
领舞：刘婕
（3）《西班牙响板舞与阿根廷

探戈》
领唱：洪之光、葛晓璐
领舞：王梓丁
巴扬演奏：吴琼
（4）《俄罗斯民俗舞》
领舞：张翰
（5）《中国红绸舞》
领舞：殷硕、曾明
表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相声《年三十的歌》
表演：岳云鹏、孙越
创意表演《牛起来》
表演：刘德华 （中国香港）

（云录制）
关晓彤、王一博
选送：山东青岛即墨区委宣

传部
舞蹈：山东艺术学院等
【新媒体互动（一）】
武术《天地英雄》
表演：甄子丹 （中国香港）、

吴京
国家优秀武术运动员
河南少林塔沟武校
广州体育学院

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
小品《一波三折》
表演：贾玲、张小斐、许君

聪、ト钰、泰维、刘宏禄、孙集斌
公益广告（一）
歌曲《奔跑的青春》
演唱：迪丽热巴、李现、刘

浩存、陈立农 （中国台湾）、无限
少女、时代少年团、《2020我要上
春晚》晋级选手

舞蹈：珠海歌舞团
特别节目《向祖国报告》
讲述人：任鲁豫
嘉宾：杨孟飞 （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总指
挥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柏楠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神舟
飞船系统总设计师）

谢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
师、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

孙泽洲（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
问一号火星探则器系统总设师）

“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个人及组织代表

歌曲《追梦之路》
演唱：韩红
舞蹈《茉莉》
领舞：孟庆旸
表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小品《阳台》
表演：李文启、黄晓娟、尚

大庆、佟大为、王丽坤、秦昊、
王辉、王圣迪、孙茜、娄艺潇

歌曲《明天会更好》
演唱：成龙 （中国香港）、李

玟 （中国香港）、李易峰、周冬
雨、朱一龙、张韶涵 （中国台
湾）、高伟光、林鹏

表演：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湖南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

童合唱团
《2020我要上春晚》晋级选手
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演唱：张也、周深
舞蹈：恒大民族歌舞团
四川大学
【新体互动（二）】
小品《大扫除》
表 演 ： 孙 涛 、 王 迅 、 秦 海

璐、黄子韬
时装走秀《山水霓裳》
表演：李宇春、何穗、张梓

琳、奚梦瑶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支持：盖娅传说
相声《如此家长》
表演：金霏、陈曦
【新媒体互动（三）】
歌曲《亲戚》
演唱：张杰、易烊千玺
表演：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戏曲《盛世百花园》
（按节目出场顺序）
表演：孟广禄、徐孟珂、金

不换等
表演单位：浙江婺剧艺术研

究院
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红

星幼儿园
吉林市歌舞团
歌曲《画卷》
演唱：张艺兴
舞蹈：染色体团队、 Hel-

lo Dance吾街舞
恒大民族歌舞团
【新媒体互动（四）】
小品《开往春天的幸福》
表 演 ： 贾 冰 、 倪 妮 、 包 贝

尔、唐艺昕、杨迪、张雨绮、曾
舜晞、胡杏儿（中国香港）

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演唱：王琪
表演：骆文博
【新媒体互动（五）】
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
表演：张凯丽、张国强、万

茜、任嘉伦、吴海龙、张维威
少儿歌舞《听我说》
演唱：月亮姐姐、王源、洛

天依（虚拟歌手）
选送：四川省南充市委宣传部
表演：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
北京杂技团
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
广州极速街舞SNBR少儿团
辽宁S90步瑞克街舞团
舞蹈《朱鹮》
领舞：朱洁静
表演：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
特别节目《国宝回家》
讲述人：张国立
嘉宾：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云网研究院院长）
公益广告（二）
钢琴与舞蹈《我爱你中国》
钢琴演奏：李云迪
舞蹈：谭元元 （美籍华人）、

张傲月
歌曲《请放心吧！祖国》
演唱：雷佳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演唱：杨洪基、蒋大为、蔡

国庆等
舞蹈：福建省泉州歌舞剧团等
【零点钟声】
民族舞《万众一心》
领舞：王倩、冯敬雅等
选送：云南省委宣传部
云南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表演：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四川大学
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恒大民族歌舞团
【特别设计环节】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代表
“时代楷模”代表、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代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
“最美人物”代表拜年
歌曲《瑞雪平安图》
演唱：韩雪、阿云嘎、袁娅

维、王俊凯
舞蹈：吉林市歌舞团等

相声《叫卖》
表演：李寅飞、叶蓬
歌曲《春的心语》
演唱：孙楠
歌曲《我的太阳》《抱紧我》

（云录制）
演唱：安德烈·波切利 （意

大利）
马特奥·波切利（意大利）
【新媒体互动（六）】
歌曲《燃烧的雪花》
演唱：刘烨、杨幂、李沁、

林雨申、金晨
梁毅苗（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
邵圣懿（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
凌智（冰壶运动员）
杨莹（冰壶运动员）
耿文强（钢架雪车运动员）
闫文港（钢架雪车运动员）
王沛宣（雪橇运动员）
居巴依·赛克依（雪橇运动员）
史昊（雪车运动员）
怀明明（雪车运动员）
于柏巍（冰球运动员）
张梦莹（冰球运动员）
舞蹈：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

院等
歌曲《莫吉托》（云录制）
演唱：周杰伦（中国台湾）
舞蹈：陈冠廷（中国台湾）
方建德（中国台湾）
乐队演奏：黄雨勋 （中国台

湾）等
魔术剧《喜从天降》
魔术：王禹
表演：方芳 （中国台湾）、巩

汉林、张嘉倪等
公益广告（三）
舞蹈《吉祥、吉祥》
领舞：王海田、周栩
表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尾声歌舞《难忘今宵》
表演：李谷一、刘和刚、霍

勇、伊丽媛、张心心 （《星光大
道》2020年度总冠军）

（节目以播出为准）
（据央视网）

2021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

选购鲜花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