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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改变了“老习惯”

湖南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见闻

播音员向观众介绍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 习近平和巴赫起身向大家挥
手致意，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一名儿童小号手吹响《我和
我的祖国》的悠扬旋律。中国各行
各业、先进模范人物、56个民族的
代表， 用双手将鲜艳的五星红旗
缓缓传递到体育场升旗区， 交付
礼兵手中。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迎风飘扬。

场内灯光转暗，一滴冰蓝色的
水墨沿着巨幅竖屏从天而降，幻化
为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翻腾的浪
涛凝结为一片冰雪天地。一座巨型
冰立方从冰雪天地中形成， 过往
23届冬奥举办城市历史， 随着 24
道“激光刻刀”的雕琢，闪回其上，
最终定格为“2022中国北京”。 6名
冰球运动员“滑”入场内，做出挥杆
击球动作，带动“激光刻刀”的激烈
雕琢，最终将冰立方塑造成为晶莹
剔透的冰雪五环。

20时 17分，运动员入场式开
始。 一扇冰雪雕刻的“中国门”打
开， 来自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
希腊代表团首先入场， 下届冬奥
会举办地的意大利代表团和本届
冬奥会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出
场， 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按简
化汉字笔画顺序先后入场。 本届
冬奥会共有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代表团参加。在未来的 16天时间
里，近 3000 名运动员将在五环旗
下同场竞技。伴随着 19首世界名
曲串接组成的背景音乐， 运动员
们步入体育场， 不时向观众挥手
致意。 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声
中，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
两名持旗手———中国钢架雪车女
将赵丹和速度滑冰名将高亭宇走
在队伍最前列。场上掌声雷动，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本届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共 388 人， 其中运动
员 177人， 创历届冬奥会中国参
赛人数之最。

运动员入场完毕， 各代表团
引导员高举雪花造型引导牌聚合
在一起，共同构成一朵“大雪花”，
大屏幕播放短片《更强更团结》，
将开幕式“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后，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
奇致辞。他说，正值中国农历虎年
新春之际，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教练员和嘉宾相聚北京，共享
冬奥盛会， 见证北京成为全球首
个“双奥之城”，见证中国为奥林
匹克运动续写新的传奇。 在习近
平主席亲自推动和中国政府坚强
领导下，我们践行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与国际奥委
会等方面通力合作， 克服疫情影
响，实现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向
全世界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战胜
挑战的坚韧之姿。 让我们携手同
行，一起向未来，谱写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致辞。
他感谢北京冬奥组委、 中国政府
部门和全体中国人民。巴赫说，中
国在冬季运动方面取得的非凡成
就， 开启了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
代， 将使全球冬季运动参与度登
上新台阶， 让中国人民和全球各
地的冬季运动爱好者从中受益。

21时 51分，开幕式迎来激动
人心的一刻。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
布：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开幕！ 顿时，全场沸腾，
璀璨的焰火腾空而起， 在空中呈
现“迎客松”的造型，表达对全世
界来宾的欢迎，掌声、欢呼声经久
不息。

来自世界各地的 76 名年轻
人走进体育场，并肩而行。所过之
处， 一幅展现世界各国人民休戚

与共、共克疫情、为梦想激情拼搏
的照片长卷徐徐展开， 如同一条
影像的长河静静流淌。长河两侧，
寓意团结和吉祥的中国结图案，
渐渐幻化为“一起向未来”的中英
文字样，表达着携手同行、共创未
来的美好期许。

在歌曲《想象》 静谧的歌声
里，24 名身着红色运动服的滑冰
运动员分为四组， 以矫健的身姿
滑过冰面，留下长长轨迹，轨迹上
呈现出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展现着
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空中，模拟高
台跳雪的发光人形， 飞过冰雪五
环。与此同时，竖屏影像上展现出
多个项目的冰雪运动， 共同呈现
冰雪运动之美。

6 名旗手手执奥林匹克会旗
入场。 他们是中国不同时期优秀
冬季项目运动员的代表———新中
国第一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罗致
焕， 中国首位夺得冬奥会男子项
目奖牌的运动员李佳军， 实现中
国花样滑冰项目冬奥会金牌“零”
的突破的双人滑选手申雪， 中国
首位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获得者
韩晓鹏， 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
女子接力金牌获得者张会， 实现
中国速度滑冰项目冬奥会金牌

“零”的突破的运动员张虹。
44 名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

孩子， 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
歌。歌声中，奥林匹克会旗缓缓升
起，同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

在五环旗前， 中国越野滑雪
运动员王强和单板滑雪运动员刘
佳宇、 中国自由式滑雪裁判员陶
永纯、 中国单板滑雪教练员季晓
鸥，分别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裁
判员、教练员及官员宣誓。

大屏幕上， 名为《未来的冠
军》 的短片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
光， 蹒跚学步的小萌娃们成为冰
雪运动的爱好者， 虽然一次次跌

倒、 爬起， 却始终欢笑着面对挫
折， 轻松幽默的画面令观众忍俊
不禁。笑声中，天真可爱的孩子们
出现在体育场内。 他们手持闪闪
发光的“白鸽”，自由欢愉地奔跑，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体育场正中，
组成一个心形，环绕在那片“大雪
花”周围。

22时 10分，取自奥林匹亚的
奥运火种抵达国家体育场。本届冬
奥会火炬传递于 2 月 2 日至 4 日
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
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颐和园、八
达岭长城、大运河森林公园……奥
运之火穿越古老与现代、连接历史
和未来，向世界展示着厚重而又充
满创新活力的中华文明。

7 名火炬手高擎火炬， 分 6
棒，在体育场内进行最后的传递。
曾连续 11 次获得速度滑冰全国
冠军的“50 后”运动员赵伟昌，在
卡尔加里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中
获得 1 枚金牌、2 枚铜牌的“60
后”运动员李琰，在盐湖城冬奥会
上实现中国体育代表团冬奥会金
牌“零”的突破的“70后”运动员杨
扬， 男子 100 米亚洲纪录保持者
“80 后”运动员苏炳添，在索契冬
奥会上蝉联短道速滑女子 1500
米冠军的“90 后”运动员周洋，曾
经创造辉煌战绩的中国运动健儿
接力奔跑，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最后一棒传递到两位“00后”
运动员———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
格尔·衣拉木江、北欧两项运动员
赵嘉文手中。万众瞩目下，两名火
炬手跑向“白鸽” 环绕的“大雪
花”，将火炬嵌入“大雪花”中央，
形成了这座由所有代表团雪花造
型引导牌组成的主火炬。 主火炬
在奥运历史上首次使用“微火”方
式，充分体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绚烂焰火腾空而起， 整座体
育场顿时化为欢乐的海洋。

这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永难

忘怀的时刻， 这是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又一辉煌的瞬间。 历经 6 年
多精心筹备，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不利影响，中国人民以勤劳、勇毅
和智慧， 必将向世界奉献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今夜，北京拥抱世界！
今宵，世界瞩目北京！
出席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有：

俄罗斯总统普京、 柬埔寨国王西
哈莫尼、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哈萨
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 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埃及总统塞
西、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阿联酋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波兰总
统杜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卢
森堡大公亨利、 摩纳哥亲王阿尔
贝二世、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 蒙古国总理
奥云额尔登、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
兰·汗、波黑部长会议主席特盖尔
蒂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
佩、韩国国会议长朴炳锡、泰国公
主诗琳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联大主席沙希德、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邓鸿森、 新开发银行
行长特罗约、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
长张明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共计
近 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官方代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
央军委委员出席开幕式。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
一诚，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出席开幕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
等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

45 岁的周秀英扎着长长的
麻花辫， 系着红色的大围巾，说
起话来眉飞色舞。 2019 年 7 月，
曾经是贫困户的周秀英，搬离老
家，住进了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
化县茶香花海社区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的一套 125 平方
米新房。 仅仅两年多时间，过去
几十年的一些老习惯，被幸福美
满的新生活改变。

周秀英曾经住在一座海拔
800 多米的山上。因为交通不便，
她养成了几个月不出门、不下山
的习惯。 那时候，丈夫在外打工，
她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烧
水做饭、砍柴种田、照顾小孩和
公婆……日复一日，过着几乎与
世隔绝的生活。

下山后，周秀英夫妇被安排
到离新家很近的一个景区工作。
有了每年 6 万多元的稳定收入，
有了经常来往的邻居，他们家的
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她感慨地
说：“曾经被贫困压着的自己终
于被释放出来了。 ”

平生第一次看见别人跳广
场舞，她马上参与进去，虽然因
为动作僵硬、不协调遭到大家的
调侃，但周秀英毫不怯场，尽情
绽放着自我。 之后她一发不可收
拾， 又接连加入社区花鼓戏队、
舞龙队、擂茶表演队。

“义工”“志愿者”这些词周
秀英过去听都没听过，当大家给
她解释“就是做好事”时，这个对
新生活满怀感激和憧憬的农妇

立刻报名。 这两年多时间，光是
帮社区里的老人们搞卫生，她就
参与了 100 多次。

“我现在头衔可多了，既是
‘社区爱心道德积分 2021 年度
冠军’，也是社区妇女代表，还是
社区里的帮扶志愿者代表。 ”周
秀英自豪地说，“现在我一天说
的话，比以前住在山上一个月说
的话还多。 ”

新生活带来的改变还体现在

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节上。 今
年 59 岁的陈菊贤在常德市石门
县所街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已生活了 4年多时间。 刚从山
上搬下来时，她不敢使用燃气灶。

“以前生火都是捡柴、砍柴、烧
柴，住进新房子后才第一次知道生
火只要转一下开关就可以。但是我
很怕‘啪啪’的点火声，总觉得不安
全，一直不敢去碰。 ”陈菊贤说，在
家人的帮助下， 用了整整半年时
间，自己才克服了心理恐惧。

但最让陈菊贤感慨的，还是
如今的生活改变了自己曾经赶
集的习惯。 为了补贴家用，陈菊
贤以前会背着自家手工制作的
红薯粉到各个乡镇去卖。 天不亮
就出门，天黑才能回家，每个月
至少 6 趟，最远的集市来回要步
行 20 多公里山路。

2018 年，陈菊贤一家在新房
楼下租了一间门面开起了小卖
部，她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去赶集。
小卖部除了售卖日常生活用品和
副食以外，还“触网”与湖南一家

本土电商合作做起了社区团购。
陈菊贤每天都要认真核验对货
单，光是上面 100 多名固定客户，
每年就能带来 1万多元收入。

小卖部里还放着两个大音
响。 因为丈夫会吹唢呐、做唢呐，
陈菊贤顺带也卖唢呐， 附近乡镇
不少老乡都经常前来购买。 渐渐
地， 小卖部也成了唢呐爱好者们
的聚集地。过年这几天，这里成了
整个所街乡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去年，陈菊贤开始把自己的
新生活拍成短视频发布到社交
媒体上，40 多条短视频累计获得
了 10 多万个赞， 其中最高的一
条获赞 3 万多个。 陈菊贤说，这
样的生活以前做梦都没想过。

（据新华社）

陈菊贤（右）在自家小卖部售卖年货（新华社记者 周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