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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社区：无围墙养老院里的幸福生活

2月 4日，恰逢立春。 夜幕下
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满载着“天下一家”的
梦想与追求，流淌着“世界大同”
的唯美和浪漫。

19时 57分，习近平主席和夫
人彭丽媛， 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等国际贵宾从主席台两侧相向
而行，同时步入会场。

从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二
十四节气”创意倒计时，到展现文
明交流交融的“黄河之水”最终幻
化成“冰雪五环”；从寓意开放和
共享的“中国门”，到展示文明与
成就的“中国窗”；从 19 首世界名
曲同中国大好河山的相互辉映，
到将橄榄枝和中国结意象融为一
体的“大雪花”……

新意盎然、 令人叹为观止的
开幕式， 让世人领略着中华文化
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和合共生，感
受着新时代中国自信、包容、开放
的大国气象。

“精彩绝伦，充分体现了伟大
中国的强大国力和影响力”“非常
盛大精彩， 所有观众都很享受这
一视觉盛宴”“展现了中国发展取
得的辉煌成就， 以及为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所作重大贡献”……

一位位贵宾， 纷纷向习近平
主席表达对这场盛会开幕式的由
衷赞赏。

人们不会忘记，6 年多前，北
京、 张家口申奥冲刺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真诚推介：
“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
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
明交流互鉴”。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
盛会， 而且要办出特色、 办出精
彩、办出独一无二来。 ”习近平主
席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一场彰显
文化自信、 促进交流互鉴的冬奥
盛会指明方向。

2 月 5 日。 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红色的灯笼与“一起向未来”的
标语相互映衬。 大门内，一场别致

的小型春节“庙会”，吸引着前来出
席冬奥会欢迎宴会的贵宾们驻足。

春节遇上冬奥会，年画、春联、
中国结、香囊、剪纸、京剧脸谱等中
国民俗文化，同冬奥主题元素巧妙
融合，令贵宾们连连赞叹。 阿尔贝
二世亲王还亲自上手，为家里双胞
胎小孩制作面塑“冰墩墩”，并笑着
说：一个不够，必须两个！

欢迎宴会上， 来自中国交响
乐团的艺术家， 交替演奏着中国
传统乐曲和各大洲代表曲目。 从
《春节序曲》，到柬埔寨乐曲《啊！
迷人的森林》；从《彩云追月》，到
中亚乐曲《早晨的风》；从《花好月
圆》，到中东乐曲《尼罗河畔的歌
声》 ……音乐超越国界， 联通心
灵。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
明，在这里对话交流、相互欣赏。

北京冬奥会期间， 习近平主
席还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宣布
中俄体育交流年正式启动， 同阿
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共同宣布启
动 2022中阿友好合作年，表示同
土库曼斯坦要尽快落实互设文化
中心， 表示愿同卡塔尔启动中东
地区首例大熊猫合作， 中方还同
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关于经典著作
互译出版的备忘录……

“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值
得全人类共同欣赏和分享。 ”

习近平主席的话， 传递着对
其他文明的平等尊重， 也道出相
互理解、友谊、团结等奥林匹克精
神的真谛。

冠军的故事

“比起这次中国运动员拿几
块金牌、奖牌，我更在意它给我们
今后注入的动力和活力。 ”

冬奥会开幕前夕， 习近平主
席对巴赫说。

8 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
就同中国冬奥健儿们谈起奥运赛
场的“金牌观”：

“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

或拿到多少块奖牌， 更在于体现
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
我、超越自我。 ”

从担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到领导新时代中国成功举办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再到亲自推
动申办、 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习近平主席和奥林
匹克运动，有着独特的缘分。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中国迈上
新的更高发展台阶， 对于办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平主席
着眼得更为宏阔和长远。

2 月 3 日， 冬奥会开幕前一
天， 国际奥委会第 139 次全会开
幕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主席发
表视频致辞。

“从 2008 年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到 2022 年的‘一起
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 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 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
者、行动派。 ”

“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 成功
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推动
了区域发展、 生态建设、 绿色创
新、人民生活改善，为全球冰雪运
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

“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
个缩影。 这种拼搏精神恰恰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体现。 ”习近平
主席说。

自 2017 年初以来，习近平主
席先后 5 次考察冬奥筹办工作。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都
留下了他的“冬奥足迹”。 从“水
立方”变身“冰立方”到竞赛场馆
绿色供电全覆盖，从促进全民健
康到实现全面小康，从冰雪运动
跨越式发展到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习近平主席绿色、 共享、
开放、 廉洁办奥理念的指引下，
北京冬奥会创造着一个又一个
令人惊叹的“首次”“第一”。

“我要祝贺您，不仅完成、而且

超额完成了让三亿人从事冰雪运
动的目标。 ”在同习近平主席的会
面中，巴赫恭喜中国然诺。 巴赫认
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冬季运动的
时代可以划分为北京冬奥会之前
和之后，“因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将为冰雪运动开启新时代”。

2月 5日傍晚，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同古特雷斯秘书长谈起“三
亿人上冰雪”的实现过程，习近平
主席言谈中颇有些动情：

“中国要办冬奥会，提出‘三
亿人上冰雪’， 大家都积极响应，
全中国都开展冰雪运动， 包括南
方，人民群众都踊跃参与。 ”

“虎年春节， 举办北京冬奥
会，中国人民都是喜气洋洋，信心
百倍， 展现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
力量。 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强大后
盾，我们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

几个小时后，首都体育馆。中
国短道速滑接力队的健儿曲春
雨、范可新、张雨婷、武大靖、任子
威，以充满韧性的拼搏，夺得北京
冬奥会中国队首金。

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记得，一
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的一番亲
切勉励：

“人生能得几次搏！ 抓住这
个机会去成就自己。 十年磨一
剑，五年磨一剑。 很辛苦，但拼搏
是值得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 ”

正如巴赫所言， 就推动奥林
匹克运动而言， 习近平主席是当
之无愧的冠军。

一起向未来

2月 4日晚的开幕式上，在约
翰·列侬《想象》的歌声里，24名身
着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 以矫健
身姿滑过冰面， 留下长长轨迹。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格言，跃然其上。

一起向未来！
8 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

以冰球运动为喻， 指出团结合作
的重要性：“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
人力量和技巧， 也需要团队配合
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

8年后，在北京，习近平主席以
“诺亚方舟”为喻，传递中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面对各
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人
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

一起向未来！
尽管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习近平主席还是像往常一样，
同来华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 20
位国际贵宾逐一举行面对面会
晤。紧凑的外事活动日程，从早排
到晚，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当未来的人们回首往昔， 一定
会记得 2022年 2月，壬寅虎年中国
北京，这些经典而隽永的瞬间———

国家体育场。
习近平主席同国际贵宾共同

见证：冰雪五环下，写有所有代表
团名字的一朵朵“小雪花”，共同
构建成一朵“大雪花”。 两名“00
后”中国运动员，将最后一棒火炬
嵌入其中， 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
式完成了主火炬的“点燃”。

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
全球的冬奥健儿们， 带着对

共同梦想的追求、 共同价值的认
同、共同规则的尊重，努力拼搏，
奋勇争先。

这一幕告诉人们： 即便是竞
争最激烈的对手， 也能够在五环
旗下和平共处、彼此尊重，共享体
育运动带来的激情、欢乐与友谊。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 给人以

信心和力量———
“中国刚刚迎来农历虎年。

虎象征着力量、勇敢、无畏，祝愿
奥运健儿像虎一样充满力量、创
造佳绩。 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成为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而载
入史册。 ” （据新华社）

我国老年人口已达 2.67 亿，
去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
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考察
时指出， 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
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
要责任。 去年，国家出台了多项
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新春
走基层， 记者再访滨河社区，一
起来看看社区里老人们的生活
有哪些变化。

最近，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
滨河社区的居民经常聚在社区
追看冬奥比赛，志愿者杨炳琴补
充讲解，带大家更好地享受体育
盛宴。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
区志愿者杨炳琴：“祖国强大了，
才有我们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我
们现在每天大家都聚在一起，看
冬奥会，为奥运健儿们加油！ ”

滨河社区有杨炳琴这样的
老年志愿者 60 多人， 为社区空
巢等困难老人提供关爱服务，去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滨河
社区，跟杨炳琴等几位老年志愿

者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继续发光
发热。 总书记还察看了社区居家
养老信息化平台、适老化改造等
项目，详细询问服务范围、救助
方式等事项，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让老人们至今倍感温暖。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
区志愿者胡希英：“一个有着 9500
多万党员的大党的总书记， 来到
我们滨河社区这个最基层的组
织， 能关怀我们社区的老年人的
晚年生活的幸福， 真可谓民生所

系家常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
有了总书记的鼓励，志愿者

们的干劲更足了。 去年社区为
1400 多名老人全部建立了信息
档案，志愿者们根据个人特长分
成慰问组、文艺组、家政服务组
等 12 个小组，提供精准帮扶。

80 多岁的张郁馥老人有时
候行动不便，志愿者就会把午餐
送到老人家里。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
社区居民张郁馥：“儿女不在跟

前， 比儿女他们照顾得还好呢，
我在这个社区太习惯了，不是一
般的幸福。 ”

去年，国家积极发展普惠型
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网络，滨河社区老人们的身边
也有了更多方便可及的养老服
务，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筹措资
金，为社区里的困难老人进行了
安装扶手、地面防滑等居家适老
化改造，社区医疗所的服务也不
断完善，为了让老人们能就近就
能吃到热乎饭，社区还新建了老
年食堂， 两荤一素只需要 10 块
钱，80 岁以上还可以优惠。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
社区居民陈秀英：“习主席的领
导下， 社区对老人这么关心，吃
这个元宵就像咱们的生活那么
甜美似的。 ”

吃饭有食堂、 看病有诊所，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还有唱歌、跳
舞、 书法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
动，老人们生活中遇到困难还可
以“一键呼叫”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寻求助洁、助医、助浴、助

急等养老服务。
在滨河社区，志愿者的服务

拉近了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让
社区变成了一个互相关爱的大
家庭。 最近，志愿者岳淑荣的老
伴生病了，她服务的老人也经常
上门看望他们。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
区志愿者岳淑荣：“我就觉得这是
爱的回流，互相关爱，就体现咱们
社区互助互爱这种风尚。 ”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
区副主任于岚：“下一步我们将进
一步细化志愿者服务机制， 为老
年志愿者老有所为搭建更好的平
台，同时继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
满足居家老人多样化的需求，将
社区打造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
院，让他们在社区能安享晚年。 ”

（据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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