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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姬
烨 董意行 罗鑫）在农历虎年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
过新华社向中国人民拜年，祝大家在
虎年开心、成功，他认为冬奥会与春
节相逢是完美的组合。

“虎象征着勇气、力量和成功，这
也是我在春节向中国人民送出的祝
福。”巴赫在接受采访时，手里拿着福
字，希望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巴赫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过
春节。“以前，我好几次和一些中国朋
友在洛桑庆祝春节，但这次是我第一
次在中国、在北京过春节，感觉非常
开心。”

巴赫表示，没有什么比以冬奥会
开启虎年更美好的了，他感觉冬奥会
和春节相逢是完美的组合。

在1月22日抵达北京之后，巴赫
出席了一系列活动。他说：“这些天

给我留下了很多好印象，如果说印象
最深刻的，那就是去张家口赛区的那
一次。在那里，我参观了冬奥村和竞
赛场馆，听到了许多运动员和官员对
北京冬奥会的赞美之词。在昨晚的
一场雪之后，我相信那里会更美了，
那里简直是一个冰雪仙境。”

巴赫还笑言，他很喜欢吃饺子。
“最爱吃海鲜馅儿饺子，如果再加点
辣椒和蘸料，那我估计会吃撑。”

走近冬奥

1月31日，位于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二层的“北京故事”展厅举
行迎新纳福民俗活动，迎接农历新年到来，吸引众多工作人员、志愿者
以及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体验。图为参观者到“北京故事”展厅体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主媒体中心“迎新纳福”体验民俗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曹
奕博）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
杂志社携手各媒体、联合全国青年学
生与全球华人，从北京向世界青年发
出“看奥运、过春节，一起向未来”的
倡议和邀请。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广泛人群目
光汇聚的盛会，春节是世界上最多人
参与团聚的节日，奥运和春节交汇中
的北京谱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新篇章，呈现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的新盛景。

值新春到来与北京冬奥会即将盛
大开幕之际，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携
手《文明》杂志社，在国际奥委会的指
导下，推出了“《奥林匹克宣言》——美
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III”。长卷III
展现了世界青年在长城脚下以青春为
纽带、以奥运为平台，传播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文明之火。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经中国发扬
光大，《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表
示，人类东方与西方文明不断相向而
行、相遇相聚，春节和奥运的交汇是
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对话和文明融合
延续的大美盛典。

北京邀请世界青年

“看奥运、过春节，一起向未来”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
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
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我们靠团结
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
开辟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30日在
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激荡起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书写美好未来
的豪情和信心。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一
个团结奋进的中国，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奔赴更加壮阔的新征程。

手拉着手，心连着心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上，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继续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辛勤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了新的显著成就。”现场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中国美术馆馆长、雕
塑家吴为山热血沸腾。

“我正在组织创作《长征》大型组
雕，以雕塑艺术熔铸红色精神，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吴为山说。

家国两相依，心手紧相连。新时代
的历史坐标，映照着每一个人的梦想。

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申中乡前沟
村，61岁村民王录家的年夜饭比往年更
丰盛了。在温暖的新房里品着热茶，如
今的生活是王录脱贫前不敢想象的。

“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
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9500多万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
未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在电视机前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王录深有感触。通过参与村里
的树莓、当归等种植产业，王录在2017
年脱了贫。

“去年夏天，村里农家乐也搞得不错，
我们的精气神更足了。”王录相信，通过自
己的努力奋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澎湃向前的时代洪流中，有我们不
忘来路的坚韧跋涉，有我们万众一心的
团结奋进。

西藏洛扎，藏语意为“南方大悬崖”。
来自四川宜宾的睢彬和当地村民次仁曲
珍在这里结婚安家。得益于近年来公路
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个曾经道阻且长的偏
远县，如今驱车到拉萨只需5个多小时。

“路好了，我和曲珍也有了更多干
活挣钱的机会，能够为孩子创造更好的
学习生活条件。”日子有奔头，睢彬的眉
眼里都是喜悦。

民族团结一家亲，雪域高原不断涌
现和睢彬、次仁曲珍夫妇一样的民族团
结佳话。“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
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鼓励着他们。当五
十六个民族紧紧抱在一起，就有了一往
无前的力量。

美好生活的图景中，有人为你我守
候。

万千交警傲风战雪、披霜带冰，守
护团圆回家路。

“不论风霜雪雨，只要人民群众‘有
所需’，人民警察‘必然在’！”山西高速
交警张鹏飞说，他将和同事们以实际行
动促进警民团结，共同守护国泰民安，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
人民幸福而奋斗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让
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魏宸
深受启迪。

“一百年来，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惜以生命赴使命，甘
愿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们的光
辉事迹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最好体
现。”魏宸说，“每一次向游客讲述红色
历史、传递红色精神，也是自身的一次
精神洗礼和提升。”

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长。美丽沂
蒙以每一寸红色热土诉说“中国共产党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作曲家栾凯还记得，为了创作歌剧
《沂蒙山》，他和团队先后十余次深入沂
蒙腹地采风，感悟抗日军民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寻找独具当地特
色的民间音乐元素。

“只有心中装着人民，才能真正创
作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作品。”栾凯表
示，将继续脚踏实地深入基层、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以优质作品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

在峥嵘岁月中初心如磐，在平凡日
子里默默奉献。

年关将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临床中心主任陈
志海依然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每次看到患者康复出院，我们都
发自内心地高兴，也更觉得这份工作很
有意义。”陈志海说，春节和冬奥会即将
到来，“我们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万家团圆之时，有人为守护百姓健康
逆向而行，有人以坚守岗位诠释不渝初心，
无数点滴微光照亮了一个温暖的中国。

长江之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
苑社区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年味十足。

除夕一早，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的
身影准时出现在社区的楼栋间。“对群众
的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定向为他们做好服
务。”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胡明荣和同事
们始终把百姓的喜怒哀乐记在心里，把群
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正是无数人秉持“不负人民”之心而作
出的坚守与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
扬奋进的洪流。

“心中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理，脚
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足、力量十
足。”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指
引着亿万中华儿女不忘初心使命，矢志
开拓奋斗，继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历史新篇章等待我们去书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是百兽之
王，是力量、勇敢、无畏的象征。

“壬寅虎年，我们要以虎虎生威的雄
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
神，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历史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以虎的精
神，鼓舞各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大红灯笼、喜庆
的福字将中国空间站装点一新。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度
过中国人在太空的第一个春节。他们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
完成空间站任务的信心，他们将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继续认真开展后续工作，
为今年我国正式建成空间站贡献力量。

新春将至，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
公司的车间里仍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机
器高速运转，机床设备轰鸣，各项生产
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有序开展。

这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画
卷正在铺就。

“民营中小微企业有活力、有灵性，有
一股子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公司
总经理张群峰说，过去一年，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相信
今年的生产形势会更好，要努力奋斗让更
多人“过得好”、让大家一起“富起来”。

千里之外，北国之城哈尔滨一派银
装素裹。

正值寒假，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
学与工程学院“95后”博士研究生石剑
仍在实验室忙碌。

“对百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
书写新的奋斗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令石剑心潮澎湃。围绕我国角度
计量基准缺失的“卡脖子”问题，石剑跟
随导师一起开展了5年技术攻关，成功
研制出计量级角度测量装备。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激昂青春，
激荡梦想。

再过几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即将开幕，中国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将
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
运盛会。

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花样滑
冰双人滑选手隋文静和搭档韩聪正为
大赛做着最后的准备。

“四年来，我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努
力和奋进，经过各类大赛的磨砺和锤
炼，经过了无数的伤病苦痛，收获了从
容和淡定，积累了经验和智慧。”隋文静
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进一步发挥主场参赛的优势，超越自
我，为国争光！”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
此时此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历史新篇章正在徐徐展开。让
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一起开辟美
好未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
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
王思北 任沁沁 高蕾）

团结奋斗书写新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激励社会各界奋进新征程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向中国人民拜年
冬奥与春节是完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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