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月，北京的喜庆气氛愈发浓

厚。虎年春节与冬奥盛会接踵而至，“双

奥之城”吸引全球目光。

一起庆冬奥、过大年，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将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熟悉的地方，亲切的朋友。这将是

普京总统近三年再次访华，也将是他同

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以来第38次会晤。

一个多月前，中俄元首“云端”相

见。习近平主席一席话犹在耳畔：“我对

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期待，愿同你携

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时期

中俄关系崭新篇章。”

从索契到北京
——邻居办喜事，专程来贺喜

新冠疫情改变了各国对外交往方式，

普京总统此次北京之行格外不同寻常。

“两国元首近两年来首次线下会晤”“今年

开年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特殊的

日程，展现特殊的情谊，彰显特殊的意义。

“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

向你贺喜”，2014年中国新春佳节之际，

习近平主席飞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

开幕式，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在

境外举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此次北

京冬奥会，普京总统率先确定来华出席

开幕式，并多次表达对中方成功办赛的

信心。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好朋友、老

朋友、真朋友”，成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对彼此最亲切的称呼。

在中俄元首的交往中，交流的议题越

来越广、探讨的合作越来越实、交心的程度

越来越深，在大国领导人之间绝无仅有。

习近平主席一语道明中俄元首的

“友谊秘诀”：“我们对当前世界大势看法

相近，在治理国家方面理念相通，肩负两

国各自发展振兴的历史责任。最重要的

是，我们对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有高度

一致的认识，对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

发展怀有共同的决心和愿望。”

从推动“世代友好”到
奔赴“星辰大海”

——元首定向领航，中俄合作
提质升级、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俄关系每向前迈进一步，都离不

开两国元首的共同擘画、亲自推动：

2013年共同签署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

年共同签署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阶段的联合声明，2017年签署关于进

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2019 年中俄建交 70 周年之

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2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2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前夕，在北京和莫斯科，习近平主席与普

京总统“云相见”。两国元首秉持“世代

友好、合作共赢”的缔约初心，正式宣布

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来看看闪亮的中俄合作成绩单吧

——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齐头并进，从

能源到基础设施，从通信到航空航天，合

作“上天入地”，携手奔赴“星辰大海”。

合作质量和合作体量同步提升，合作更

加务实、更接地气、更惠民生。2021年，

中俄贸易额达到1468.87亿美元，同比

增长35.8％，再创历史新高……

辞旧迎新之际，也是继往开来之

时。202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二十

大，俄罗斯进入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

展目标》的关键时期。北京会晤期间，两

国元首将发表重要成果文件，双方也将

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充分展现两国“独

特的全方位关系”。

从“肩并肩”“背靠背”
到“一起向未来”

——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让世界看到大国应有的样子

“我们支持传统的奥林匹克价值观，

首先是平等与正义。”启程赴华前，普京

总统与即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俄运动员

举行视频连线，这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

此次北京冬奥会，俄罗斯将派出

46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坚定反对

体育政治化，一贯恪守“团结友爱、公平

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中俄

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展现团结精神，这对

于进入动荡变革期、遭遇多重危机的世

界尤为珍贵。

2013年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这样

定位中俄关系的世界意义：“一个高水

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

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

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正是在这里，

习近平主席首次面向世界阐述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各国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冬奥会正向世界走来。让我

们共同期待中俄元首的“冬奥之约”“新

春之会”。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

夫所说，这是“人类团结一致的节日，也

是体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节日”。

（参与记者：王墨盈、魏忠杰、杨德
洪、耿鹏宇）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各代表团成员在

延庆冬奥村展示自己书

写的春联。 新华社发

↑塞尔维亚代表团

成员和志愿者在延庆冬

奥村合影留念。

冬奥微评冬奥微评
“体育不仅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还可以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

深入人心。”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格言

加入“更团结”之后举办的首个冬奥会，这

让这场冰雪盛会意义更加特殊了一些，对

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具有更深

远意义，与世界各国同感受、共见证。

体育为“媒”，彰显创新大国形象。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世界跨度最

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

钢量仅为传统屋面四分之一；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雪游龙”采用“毫米级”双曲

面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国家

游泳中心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

动态监测技术，20天内完成“水—冰”场

地转换……北京冬奥会上的众多“黑科

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科技创新的实力

与魅力，成为中国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中国元素无处不在，凸显文化大国

形象。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雪容融”到会徽“冬梦”、奖牌

“同心”，从“冰丝带”到“雪如意”……一

个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形象在冬奥会

展现，充分凸显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大

国的形象。尤其冬奥会恰逢中国传统节

日春节，中国诚邀世界宾朋到中国“过

年”，在比赛之余，充分感受一场中国文

化盛宴，将充满“年味”的喜庆氛围传递

到四面八方。

奥林匹克属于全世界，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盛会。一

个更加文明、包容、友爱的中国，真诚欢迎世界各地的朋

友一起享受冰雪激情，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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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4日，灿烂的奥运之火

将在“鸟巢”上空再次绽放，照亮古老民

族的冰雪梦想。

从赫拉神庙到万里长城，悠久辉煌

的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再度携手，共同

奏响和平、友谊、进步的动人乐章。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道出了全体中华

儿女的豪迈自信，一届精彩、非凡、卓越

的冬奥会即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谱写奥运华章 铸就中国梦想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空中俯瞰，

国家速滑馆这一拔地而起的新地标流光

溢彩、引人瞩目，22条“丝带”盈盈欲舞，

宛若冰面上刻下的晶莹轨迹。

如今，冬奥的脚步愈来愈近，这座北京

冬奥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作为“双奥

之城”携手张家口共襄盛会的历史见证，

即将记录下新时代逐梦奥运的崭新篇章。

奥运逐梦，历经百年风雨。中国人

民向奥运迈进的足迹，与中华民族迈向

复兴的历程相伴而行。

透过历史的烽烟，时间拨回到20世

纪初。

1908年，著名的“奥运三问”被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

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办一届奥运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

主席用激昂的语调发出庄严宣告，震天

的欢呼响彻天安门广场。

伴随这声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此

将“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中国体

育健儿开始以崭新面貌登上奥运赛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的中国，在奥运领域的突破接

踵而至。

夏奥赛场，从洛杉矶奥运会射落奥

运首金，到雅典之行中国代表团高居奥

运金牌榜第二；冬奥舞台，从叶乔波为中

国摘得冬奥第一枚奖牌，到杨扬在盐湖

城首度折桂……

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叠加于改革开

放历史进程，奥运健儿们以一个个振奋人

心的佳绩，展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

机，投射出中华民族奋力进取的身影。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恢宏壮观的开闭幕式，跌宕起伏的

赛事进程，盛况空前的广泛参与，奥运会

梦幻般开在“家门口”，令昔日的“奥运三

问”得到圆满回答。

这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更是一段新

征程的开启。冬梦飞扬，追梦脚步从未

停歇。

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旋

律犹在耳畔，2015年7月31日，一个喜

讯再次传来。

“北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话音甫

落，会场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将是中

国人民第一次拥抱奥林匹克冰雪火种。

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点燃冰

雪运动火炬的意义，绝不限于赛会本身。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

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

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点明其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

展，助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推动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以冬奥会为契机，让更多人参与到

冰雪运动中来，发展群众体育实现全民

健康，与奥林匹克精神不谋而合，也是中

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北京冬奥

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族自信，见证中国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奥运梦交汇中国梦。冬奥竞技舞

台上，中国健儿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怀、

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扬我国威的民族

自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动力。

筹办成效卓著 彰显中国力量

回首筹办历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推动下，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已化作一幅幅美丽生

动的冰雪画卷，两地三赛区努力交出冬

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折

射出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

性变革。

体育的价值映射在北京冬奥会筹办

进程中，为建设体育强国增添强劲动力。

曾经，109个冬奥小项中，三分之一

在我国尚是空白。在“扩面、固点、精兵、

冲刺”的备赛方略指导下，实现全项目开

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训练，就在短短

几年间。

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国家有

关部门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冰

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文

件，让“冷冰雪”变身“热运动”。

“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

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

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

问题，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正一步步变

为现实。

绿色冬奥，记录下一个个可持续“账

本”，绘就出美丽中国的底色。

“办冬奥不是一锤子买卖”，筹办过

程助推区域发展，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举办冬奥会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体谋划、一体实

施，实现北京同河北比翼齐飞。”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远瞩的理念，让人民群众共

享冬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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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

筹办过程中彰显出的中国力量，令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由衷称许。

相聚五环旗下 携手共创未来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

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朗朗上口的歌词、悠扬动感的旋律，

伴随着冬奥会开幕渐近，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

来》火遍大江南北。

“一起向未来”是振奋人心的口号，

更是团结奋斗的号召，诠释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凸显奥林匹克

精神的时代价值。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

杂形势，奥林匹克格言历史上首次更新，

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

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共克时艰。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北京冬奥会以

开放包容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

北京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南端，约7.5

米高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可爱亮相，

吸引着路人的目光。

从安排丰富的菜品满足不同人群口

味，到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随处彰显

人性化考量，再到设置一米线、每日核酸

检测确保防疫安全，中国的用心和努力，

赢得世界赞赏。

筑梦冬奥、智慧闪耀，北京冬奥会为

世界冰雪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提供了中国方案——

虽然位于平原，但为了能让“冰丝

带”见证新的奇迹，工作人员致力于打造

平原上“最快的冰”。

快，源于科技。

首台国产雪蜡车，集光伏发电、5G工

业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于一身；气象部

门建设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网络，布设了

441套各类探测设施，可实现“百米级”

“分钟级”气象预报……“科技范儿”十足

的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智慧。

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10月，“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这一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

重承诺，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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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为那些冰雪

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创新

性发展冰雪运动的中国方案。

五洲齐聚，相约五环旗下；携手前

行，共赴冰雪之约。

冬奥的脚步款款而至，在北京奥林

匹克公园玲珑塔上，冬奥会倒计时牌数

字的每一次跳动，都传递着人们对这场

盛会的向往。

此时此刻，比赛场馆准备妥当，奥运

健儿摩拳擦掌，观赛热情不断高涨，在千

呼万唤中，北京冬奥会大幕将徐徐拉开。

我们期待、世界期待，属于中国、属

于奥林匹克的故事，书写下崭新的精彩

一页！ （参与采写：何磊静）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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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奥林匹克之光永远闪耀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黄垚 郭宇靖

中俄元首“冬奥之约”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在1月22日抵达北京之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行程异常

繁忙，张家口赛区、各大冬奥场馆

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除夕

这一天下午四点，他抽出一个小

时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冬奥各项筹办工作均非常出

色，这从冬奥村里运动员的高度赞

扬就可见一斑。大家对场馆的称

赞，不仅是从体育层面，还包括建

筑设计；对可持续的称赞，不仅是

因为北京的双奥场馆，还因为这次

全部使用绿电。而在疫情之下，闭

环管理到目前为止也很成功，让中

国百姓和涉奥人员都感到非常安

全，我们对于《防疫手册》的科学方

法充满信心。”巴赫说。

近年来，巴赫在多个场合都

表示，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决心和力度令他赞叹。如

今，这一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巴赫

认为这不仅仅将让中国人收获更

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会为全球

冰雪运动开启新时代。

巴赫认为，与2008年相比，中国不仅仅在体育方面取

得了长足进步，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去年，奥林匹克格言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

了“更团结”，巴赫说，很高兴看到北京冬奥会口号“一起

向未来”与“更团结”相呼应。“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疫情

之下，只有更团结，才能一起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谢琳 商婧 何梦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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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位于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的2022北

京新闻中心对外开放。新闻中心主要服务于2022年

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

人员。 新华社记者 陈君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