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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大年初五，万家灯火。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习近平总书记起身送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结束当天外事活动，已近晚上八点。

虎年春节期间，北京冬奥会如约而至。连日
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
室成员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共同出席冬奥会开幕
式，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国际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分别举行面对面密集会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矢志不渝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在动荡
变革的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人间正道，文明新篇
——以中国之治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为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提
供全新路径选择

2022年1月4日，距冬奥会开幕刚好还有一
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题调研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备赛工作。

“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
有全新的认识。”从百年前的“奥运三问”到今天
的“双奥之城”，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和思索跨越
历史长河，感慨系之。

当全世界运动健儿和友好人士相聚北京，当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况传遍全球，人们看到
的是怎样的中国？成就这一切的，又是怎样的中
国道路？

时光回溯到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
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一行专程来到国家
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九年多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中国，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优势愈加彰显，中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新
形态光芒愈发夺目，书写出人类文明新的篇章。

这是在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形成，拓展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重塑人类文明格局
的文明新形态——

回望历史烟云，当西方国家率先登上现代化
列车，当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别国大门，所
谓“先进文明”“落后文明”的论调、“现代化就是
西方化”的迷思，就开始笼罩在地球上空。

面对各式交锋与争论，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中
国发展大历史、世界变化大格局、人类发展大潮
流，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展现出马克思
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历史远见与自信：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
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每个国家
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
应该受到尊重。”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

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
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
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走自己的路，是党和人民艰辛奋斗得出的历
史结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排除种种干扰、战胜重重险
阻，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
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
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英国历
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

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焕发勃勃生机，在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同
时，也深刻启迪和极大鼓舞着发展中国家人民；
愈来愈耀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让古老的东方文
明以充满活力的雄健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深刻
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

这是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路，超越扩张
掠夺、“国强必霸”旧逻辑的文明新形态——

2022年1月6日，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阳
光灿烂。中方承建的蒙巴萨油码头竣工仪式举
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亲临现场。

这一项目，是多年来中国真心实意帮助非洲
国家发展的又一例证。

“总有一些人喜欢对我们指手画脚，而中国
则是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议
程。”肯雅塔深有感触，“中国从不居高临下地告
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正是非中合作的独特之
处。”

2013年3月，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非，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洲朋友说，“我们不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我们”“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诚希望非洲国家发展
得更快一些，非洲人民日子过得更好一些”，赢得
非洲国家领导人由衷钦佩。

拉美的朋友对此同样感受深刻。2015年1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中国同拉美合作的
构想。“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一出口，现场
立即爆发热烈掌声。

与通过对外扩张掠夺完成原始积累、长期沿
袭“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定式的西方现代化老
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从不输出殖民、战争和冲
突，完全以和平、合作与共赢方式推进，彻底改写
着大国崛起的陈旧叙事。

现实映照历史，历史启迪未来。“使用的不是
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
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对于曾备受西方
列强欺凌压迫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所展
现的，是厚重而又崭新的“和合”文明。

这是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展创新实践、积
累新鲜经验、贡献中国方案的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这既
是历史选择，也是时代必然。

14亿多人口的体量，960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如此“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远非英国现代
化的“千万级”、美国现代化的“上亿级”所能及，
并没有现成经验可搬；

用几十年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完
成的工业化历程，高度“时空压缩”的现代化，在
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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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世界各地领导人

■ 海报平

观 虎 、唱 虎 、送“ 虎 福 ”、看“ 虎
戏”……喜迎壬寅虎，虎习俗、虎潮流在
全国各地风行起来。“虎”寄托着人们的
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值
此新春上班第一天，我们送您一个“虎虎
生风”，愿您如虎般振奋精神，迈好虎年
奋进第一步，以虎气冲天的干劲，搏出虎
年新精彩。

自古以来，“虎”备受崇拜。虎，身姿
矫健，勇猛威武，在传统文化中，为百兽
之王，是力量、勇敢、无畏的象征，是人们
的精神寄托、理想追求。习近平总书记
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壬寅虎年，要拿出

“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
吞万里如虎的精神”。一年之计在于
春。于新春之际，舒展如虎雄姿，就是要
振奋“虎”精神、锤炼“虎”作风，做到拼搏
坚韧如虎，勇猛精进似虎，以虎虎生威之

势为自由贸易港建设赋能助力。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发扬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精神，积极进取、实干拼
搏，顺利实现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史性地走在了
全国前列，取得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就，
全省各地呈现生龙活虎奋发之势。进入
虎年，我们依然面临复杂形势和各种不
确定性。“牛”呼冬走，“虎”啸春来。把信
心转化为动力，把机遇转化为势能，续写
崭新篇章，尤其需要彰扬虎劲虎力虎精
神，在各项工作中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
和豪气。

虎跃龙腾，当以实干添“虎气”。“虎之
跃也，必伏乃厉。”虎具有不折不挠、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谋发展同
样当有如虎般的硬作风。近年来，海南高
度重视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作风整顿，积
极“查堵破难”，推动形成干事创业浓厚氛
围；新年伊始，同样狠抓作风整顿建设，作
出积极谋划，展现出久久为功强作风、除
顽疾的定力。山水万程，步履不停。我们
当焕发生龙活虎的干劲，撸起袖子、真抓
实干，以虎步龙行的稳健之姿昂扬向前。

虎啸生风，需以担当壮“虎胆”。虎

威源自于无惧无畏的魄力。随着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会接连
碰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困难。倘若
缺乏担当精神，没有一股子闯劲、干劲，
便很难涉险滩、闯难关；唯有拿出气吞万
里如虎的信心、气势，以“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的果敢、坚毅，知难而上、知重
负重，志存高远、一往无前，才能攻克一
个个“娄山关”“腊子口”，赢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

虎年当如虎，学虎长精神。在庆祝
虎年新春之际，我们又迎来举世瞩目的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喜事、大事接连
不断，为今年起了个好头。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乘着喜人形势，让我们涵养虎
略龙韬，积聚冲天虎气，在广阔琼州大地
上腾跃纵横，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
决战的意志，全力冲刺“开门红”，携手同
心奔向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加美好的明
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
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虎虎生风，亮出精气神
——虎年开春系列谈①

时时时评评评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詹君峰 赵雅婧

于春日中笃行奋发，于大潮中勇毅
进取。

2022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
实的攻坚之年和封关运作准备的关键之
年。新春假期里，海南干部群众以生龙
活虎的干劲“奏响”这攻坚之年与关键之
年的实干基调——

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多个
重点项目“不停工、不停产”，全力奋战

“开门红”；在三亚，第三农贸市场农产品
一应俱全，百姓“菜篮子”稳稳拎住……

干劲源于心劲，“想干事”是党员干部
要认真答好的首要问题。2021年4月，省
委召开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署会，
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拉开大幕。近一年
时间来，海南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
检视问题，精准纠治顽疾，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以坚强的决心、务实的举措狠抓作
风建设，以优良作风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着眼全局 高位推动

为什么要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
之年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

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关乎事业成败、

关乎民心向背。从为群众办实事到牢牢
把握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方
向，大事小节中尽显党员干部作风。

坚持首先从政治上看作风问题，省
委深入领会“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前
沿，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
着更高要求”的深刻内涵，深刻认识作风
不严不实问题对海南自贸港形象的严重
损害，坚持把作风建设与自贸港建设重
点工作一同部署推进。

心怀“国之大者”，践行“两个维护”，
海南从自贸港建设工作实际出发，从全面
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大局出发，高规
格、全方位推动“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

一次动员会吹响号角——2021年
4月召开的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
署会指出，全省党员干部要站在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上来，把作风整顿建设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自选动作”，统筹安排、一体推
进，做到细查摆、深剖析、真整改、办实
事、见成效。

海南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响应，
迅速行动，层层压实责任，紧抓作风整顿
建设工作。

一张“指挥图”挂图作战——动员部
署会后，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全
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实施方案》，聚焦自贸
港政策早期安排落实、“十四五”规划落

实、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明确要重
点整顿责任意识不强、文山会海等加重
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三个方
面10种作风突出问题。省作风整顿建
设领导小组随即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省纪委监委。

三次推进会层层递进——7月、9
月、11月，每两个月，省委就召开一次全
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推进会：一次是专门拿出一
天的时间交流总结，19个市县党委及洋
浦工委29个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
人讲成效、说计划；一次是22名省领导
逐一上台介绍分管领域作风整顿建设和
认领问题解决情况；一次是来到自贸港
建设“先行区”洋浦，入园区、进企业，领
导干部现场开会谈经验、讲做法。层层
推进，精准出击，活动成效显著。

从动员部署会到三次推进会，力度
之大足见省委对加强作风建设的决心与
态度。与此同时，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
与2021年6月启动的“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全面联动、同向发力，让干
部作风在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解决的过
程中得到检验和锤炼。

以上率下，率先垂范。省委书记
沈晓明要求要坚持领导带头，手电筒既
照别人更照自己，以自身正、自身硬抓作
风整顿建设。他带头履行作风整顿建设
主体责任，坚持“一个时间阶段一个重点
任务”， 下转A03版▶

近一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坚强决心、务实举措扎实推进
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取得实效

风正人和事业兴

铿锵玫瑰
时隔16年再夺亚洲杯冠军

2月6日，中国队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当日，在印度孟买举行的2022女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2战胜韩

国队，时隔16年再夺亚洲杯冠军。 新华社发（更多报道见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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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新加坡总统
哈莉玛。

习近平指出，2015年我对新加坡进
行国事访问以来，双方战略互信不断深
化，务实合作持续拓展，发展利益密切融
合，生动诠释了中新与时俱进的全方位
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面对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中新关系更需要逆势而上，展
现蓬勃生机。双方要加强谋划，深入对
接发展战略，推动中新关系在后疫情时
期行稳致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繁荣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加坡从中国改革开
放之初就深度参与中国发展进程，当前
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双方应该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欢迎新方依托同
中国省市建立的地方合作机制，在中国
经济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深
化绿色发展合作，加强数字经济、智慧城
市、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
长点，为各自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树立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杆，提升
陆海新通道对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
作用。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双方应该共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
维护公平正义，体现责任担当。

哈莉玛表示，2008年李光耀国务资

政来华出席了北京夏奥会开幕式，我很
荣幸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开幕
式表演充分展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出色
能力和水平。祝贺中国已经赢得首枚金
牌。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以绿色、安全方
式举办，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新中关
系基础十分坚实，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
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代表
了新中合作的高水平。新方愿同中方与
时俱进，团结合作，一起向未来。新方积
极看待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加强绿
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促进区域
一体化。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波兰
总统杜达。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专程来华践
行5年多前许下的“冬奥之约”，反映出
中波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也
体现了双方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守。我
们是重信守义的君子之交。我愿同你一
道努力，引领中波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波都是有着独立自
主传统的国家，都致力于为人民创造更
美好生活。这既是中波关系行稳致远的
基础，也是双方合作永葆活力的源泉。

双方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就重大国际议题加强沟通，坚定维
护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
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共同利益。双方要进
一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和波方疫后复苏计划等
发展战略，深挖经贸投资、交通物流、高
新技术等领域潜力，把双边务实合作提
升至新高度。中方愿积极参与波兰物流
枢纽建设，助力波兰成为中欧供应链产
业链关键节点。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波
兰农食产品等优质商品，鼓励更多中国
企业到波兰投资合作，相信波方将为中
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双方要以灵活方式加强教育、文化、
旅游、体育、青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巩
固传统友谊，拉近人民感情。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启动10周年，机制发展面临新
的机遇。双方要积极落实去年2月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共识。中方
愿同波方合作，在波兰建立中国－中东
欧国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两国主管部门
应该加紧对接，推动批发市场早日成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旗舰项目。希望
波方继续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
欧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杜达表示，我一直记得习近平主席5
年前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对我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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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我省70个省重点（重大）项目不停工

跑出“加速度”冲刺“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