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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日
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文章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
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
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领，努力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
作，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文章指出，要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
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
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
一的思想基础。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
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
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理想信念坚定
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
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
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

文章指出，要注重实际、实事求
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
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
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
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
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
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
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年轻干部要坚
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
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
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
考，坚持求真务实。 下转A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新华社北京1月 31日电 1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耳他总统维拉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
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始终友好共
处、守望相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当前
两国关系日益深入，并肩抗疫卓有成
效，充分彰显中马人民的深情厚谊。我

愿同维拉总统一道努力，以中马建交
50周年为契机，深化传统友谊，拓展双
多边合作，推动中马关系不断取得更多
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维拉表示，建交50年来，马中关系
始终高水平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惠及
两国人民。马耳他将继续支持欧盟同
中国加强合作，为马中传统友好关系注
入新活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马耳他
总理阿贝拉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
方愿同马方一道，以建交50周年为新
起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增
进人文交流，促进中马关系迈上新台
阶。阿贝拉表示，马方将继续在欧盟发
挥建设性作用，致力于维护稳定、促进
合作，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走深走实，实
现更大发展。

就中马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马耳他总统维拉互致贺电

■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黄玥 张骁 杨帆

2月4日，中国农历“立春”，春意涌
动、希望萌生的日子，第24届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将在世界首个双奥之城北
京开幕。纯洁冰雪铺就的舞台上，冬奥
之光将照亮全人类追求团结、和平、友
谊的前行之路。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国之
大事、全球盛事。

全民健康 人民至上

时针拨回至2015年7月31日，马
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奥委会全会即将对
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归属进行投票。

“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次机
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中国
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一锤定音！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
频表达的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
坚定支持与庄严承诺，成为申办成功的
关键因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关心和重视体育事业，把
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始终从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引领体育
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全民健身一直是新时代中国体育
战略布局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抓手。

2013年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强调，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
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

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指
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
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以及随后出台的《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等重磅文件，凸显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通过体育提升全
民健康的高度重视，且取得明显成效。

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2021年底
发布的《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
公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持续
提升。2020年，7岁及以上居民中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为37.2%，比
2014年增加3.3个百分点。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关心亿万学生体质健康。
在 2018 年 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

申办和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23日在
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
工作时指出，我们申办北京冬奥会，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快
速进步，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

我国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全民健
身活动过去存在一个痛点——冰雪运
动开展不够普及。此前曾有“冰雪运动
不进山海关”的说法，形象地道出我国
冰雪运动地域发展失衡的状况。

改善这一状况，正是我们申办、举
办北京冬奥的初衷和担负的使命。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北
京冬奥筹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加快冰
雪运动发展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受
益。

习近平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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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谋划和要求，
北京冬奥筹办成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重要助推器。

2015年申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成功后，政府部门连续发布《冰雪运
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
（2018-2022年）》《关于以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
见》等文件，从政策层面推动冰雪运动
的普及和发展。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6年多来，冰
雪运动一直在迅速“南展西扩东进”，为
全民健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2018年12月，第五届全国大众冰
雪季在上海举行启动仪式，应邀参加的
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弗格力斯在活动现
场备受震撼。他说，中国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决心和力度令他赞叹。仅
在去年举行的第七届活动期间，全国举
办的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就超过1200
场，参与规模超过一亿人次。同时，教育
和体育系统共同推进的“冰雪进校园”活
动，把普及冰雪运动推进到百座城市、千
所学校、百万青少年人群。截至2020
年，全国共认定“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
色学校”2062所。 下转A02版▶

冬奥之光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

事业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纪实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坚守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1月31日，除夕。
9时，海口市秀英港码头的11号

核酸采样点位上，值早班的海口市第
四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医生王朝兰已
经就位。

根据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近期新
冠疫情防控的通知》，2022年1月11日
至3月15日期间，所有来琼返琼人员凭
48小时内一次核酸阴性证明入岛。无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抵琼后在关口采
样放行并居家等待结果。

为此，1月11日，海口市卫健委紧
急抽调了近200名医务人员，分别补充
至“三港一站”（秀英港、新海港、南港、
火车站）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防疫一

线。26岁的王朝兰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秀英港点位上工作了 20 天，

她摸索出了一套提高采样效率、避
免差错的工作方法——由于核酸采
样采取 10：1混检的方式，于是她提
前把病毒采样器按照 10 个一组的
方式做了分组；用来记录采样情况
的小卡片也提前标注好船只预计到
达时间。

10时，双泰19号船缓缓靠岸。旅
客和车辆驾驶员根据引导，分开两边接
受核酸阴性证明核查或采样。

“您好，请张开嘴巴，稍微仰头。”
“可以了，您拿上这张（放行）卡，从

那边出港口。”
寥寥数语，王朝兰忙而有序。

“平时旅客多的时候，一个班次需
要5个医务人员值班，今天旅客明显少

了一些。”王朝兰说。尽管如此，她被闷
在防护服里，还是很快出了一身汗，眼
镜片上也起了一层薄雾。

双泰19号船上的旅客全部采样完
毕。王朝兰在自己的小卡片上记录下
采样信息，并发送到秀英港核酸检测信
息员工作微信群里：“1月31日，11号
（点位），时间9：30，采样人数：24人（其
中工作人员5人）。”

从1月11日被抽调到秀英港工作
以来，王朝兰下了班就在酒店休息。只
有需要去工作单位处理事情时，才会顺
道回一趟家，拿些换洗衣服。

关于今年春节期间的值班，王朝兰
提前给父母打了“预防针”，告知自己
不一定能回海口龙泉镇老家
过年。

下转A02版▶

除夕坚守岗位的海口秀英港核酸采样医务人员王朝兰：

让来琼人员放心旅游和过年

太
空

① 这是拿着对联的
指令长翟志刚说：“祝大
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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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辞旧迎新春光好，共度
幸福中国年。海南日报记者1月31日
从省旅文厅获悉，全省各市县文化旅游
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年味”浓郁。

祈福迎春是春节假日的传统主题，
我省各市县和旅游企业纷纷推出与庆
新春活动相结合的特色旅游产品，迎新
活动、民俗活动、文艺演出等“年味”十
足，热闹非凡。

海口市旅文局以“欢游海口过大
年”为主线，推出“夜无眠 游有味”

“椰子树下的风俗”“新春新剧新精
彩”“田园国潮”“宝藏小岛动起来”等

五大主题产品和活动吸引游
客前往游玩。

凭借优越的气候和环境，

三亚作为冬季长线旅游目的地受到游客
青睐。连日来，三亚游人如织，旅游市场
旺势不减。各景区以欢度春节为主题，
纷纷推出优惠促销及特色活动。三亚南
山景区于春节期间推出《霓裳梵羽》轻音
乐歌舞诗画剧，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旅视觉盛宴；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国内首创“圆宇宙”剧本
杀，为游客提供奇妙之旅。

儋州、琼海、文昌、澄迈、万宁等市
县秉承“旅游+节庆”“旅游+文化”的文
旅融合思路，整合推出特色文化体验，
让游客与居民乐在其中，丰富文化旅游
市场供给，营造浓厚的春节氛围。

统计数据显示，1月30日，全省酒
店平均客房入住率60.27%，同比增长
22.3个百分点；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12.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81.3%；椰级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4.9万多人次，同
比增长14.2%。截至1月31日16时，
全省共受理旅游投诉6件，已处理2
件，正在处理4件，旅游市场运行整体
平稳，全省没有重大事故报告，无重大
旅游事故及疫情情况发生。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春
节假日旅游接待工作，在建立健全各类
值班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各市县旅游委
做好春节假日期间的值班和疫情防控
工作，全力以赴备战春节假日。春节期
间，各级旅文部门主要领导带班值守，
主动走进工作一线，认真做好节日期间
的指挥协调、组织接待、服务保障和监
督检查及疫情防控等工作，确保旅游市
场良性运转。

我省以多彩文旅节庆活动迎新春

春节游琼岛 年味漫天涯

1 月 31 日，农
历除夕，神舟十三
号航天员在遥远的
太空专门发来视
频，向祖国和人民
送上祝福。

新华社发

② 这是身着喜庆服
装的王亚平祝全国小朋
友们“生龙活虎、茁壮成
长”，祝福我们伟大的祖
国“福虎生旺、繁荣富强”
（视频截图）。

③ 这是叶光富手持
“福”字祝愿全国人民“新
春愉快、阖家幸福”（视频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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