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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的喜
庆日子里，同各位新老朋友在北京相
聚，我感到十分高兴。 ”

2 月 4 日至 6 日， 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来华的外国元首、 政府首脑、王
室成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国际贵
宾一同出席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为他们举行欢
迎宴会，并开展系列双边会晤。

连续 3 天，20 余场外事活动密集
举行。 当北京开启“冬奥时间”，当世
界瞩目东方中国，习近平主席向五大
洲的朋友们展示着中国的热情好客。

相聚奥运五环旗下，一起向未来。
这场“冬奥之约”“新春之会”，如同一
场命运与共、 携手同行的团结交响，
在北京冬奥会的舞台激情奏响。

春天的约定

农历正月初五，北京冬奥会开幕
第二天。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
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贵宾们。

宴会开始前，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同贵宾们佩戴印有各自所在
国家、地区、国际组织旗帜的口罩，并
肩而立，面向镜头挥手致意，留下珍
贵合影。

《和平———命运共同体》的旋律响
起。“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和不便，不
远万里来到北京，为冬奥喝彩、为中
国加油。 ”习近平主席说。

这是一场殊为不易的相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 如期举办
的北京冬奥会， 如约而至的各国各地
区运动员和贵宾，向世界传递出“更团
结”和“一起向未来”的强烈信号。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积雪皑皑，
梅俏枝头。

1 月 25 日，农历小年。 习近平主
席在这里同抵京不久的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会面。

“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十分
出色顺利，场馆之精彩、防疫措施之
周全、可持续运营理念之先进令人赞
叹。 我们赞赏中国的效率、决心和活
力！ ”巴赫主席由衷称赞。

8 年前，俄罗斯索契。 习近平主
席专程从北京飞抵这座小城，出席索
契冬奥会开幕式，表达对奥林匹克运

动和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办奥的
支持。

彼时，中国北京、张家口已经提出
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借索契之行，习
近平主席同巴赫主席有一席深谈：

“在中国，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
如果冰雪项目能在关内推广，预计可
以带动两三亿人参与，由此点燃中国
冰雪运动的火炬。 ”

从 2015 年国际奥委会揭晓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 到 2018年韩国平昌
冬奥会闭幕式上中国向世界发出邀约，
再到 2022年“中国做好了准备”……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推动下，
2022 年冬奥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我和亿万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
的朋友，2022 年相约北京！ 欢迎你们，
欢迎朋友们！ ”

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发出的“冬
奥之约”，应者云集———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名运
动员，同场竞技，不少国家是首次派
出运动员参赛；

包括来自五大洲的 30 多位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议长、重要王室成员
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 近 70 个国
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 170 位官方
代表，出席这场盛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次来华，习近
平主席同他实现了两年多来第一次

“线下”会晤；
中亚五国元首，在刚刚同习近平

主席举行视频峰会 10 天后，就又亲身
来到北京；

有的国家与北京之间飞行需要
十数乃至数十个小时，有的国家只有

1 名运动员参赛甚至没有运动员参赛
……他们的领导人仍然决定亲自来
华，共襄这场意义非凡的冬奥盛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

会，向世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
民族、 宗教的人民都可以超越分歧，实
现团结与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的话，反映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在习近
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激情开启，
不仅为各国各地区冰雪健儿提供了超
越自我的舞台， 也为疫情困扰下的世
界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文明的相遇

“听说你准备带一对‘冰墩墩’回
去，带给你的双胞胎孩子。 希望他们今
后也能够对冰雪运动感兴趣， 如你一
样成为冰雪运动健将。 ”

2 月 6 日下午， 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 习近平主席对曾以运动员身份 5
次参加冬奥会比赛的摩纳哥元首阿尔
贝二世亲王说。

贴心的交流，轻松的互动，展现着
东道主的热情好客，也定格下一段“美
美与共”的佳话。

“冰墩墩”，将中国特有的熊猫形
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的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向世界传递着中
国元素同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的无穷
魅力，成为冬奥会上当之无愧的明星。

（下转 05 版）

携手向未来的团结交响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举行系列外事活动

2 月 7 日，民政部党组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春节团
拜会以及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春节后有关工作。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认为，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也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做好全年各项
工作意义重大。 会议重点研究部署了五
个方面任务：

一、狠抓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落地落实，以务实举措拥护“两个确
立”、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作为“政治要件”和“国之
大者”，及时传达学习、研提贯彻措施、
抓好督促落实。 树牢终端落实意识，研
判是否真正解决了实际问题、 真正改
变了实际状况、 真正落实到了该落实
的对象身上。推进治标与治本并举，既
解决好总书记指出的个案性突出问
题，又举一反三，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
制和政策制度，推动从根本上、长远上
解决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增强斗争意
识和本领，从顶层到终端，都要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坚决打通影响有效落实
的堵点。 善于从斗争中发现、培养和选
拔干部，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
出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担当重任，
加快成长成才。

二、以迎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为主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 提高政治站位，把稳字当
头、 稳中求进的要求体现到全年工作的
全过程、各环节、各方面。 （下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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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江西调研时强调
持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03 版 新闻

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民政部： 完善多方参与的社
区服务新格局
� � 2月 9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有关情
况，并答记者问。

04 版 新闻

探索“五老”、志愿者、社工相结
合的关心下一代工作模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
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
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在教育、引导、关爱、保护青少年方
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加强新时代关工委工作。 其中，明
确提出探索完善“五老”、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相结合，关工委
与相关部门相结合的关心下一代工作模式。

06 版 社会工作

2 月 3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奥委会第 139 次全会开幕式发表视频
致辞（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