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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看到自信从容的中国
——从北京冬奥会看文化自信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史文清

受贿、非法持枪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杭州2月18日电 2022年2月18日，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史文清受贿、非法持有枪支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3年至2020年5月，被告人
史文清利用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中共江西省委
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
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亲属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95亿余元。2004年，史文清将从他人处获取
的枪支1支交由其亲属保管，经鉴定系制式枪支。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史文清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史文清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刘硕）最高人民检察院
18日发布消息，决定将自2021年7月1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
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延至2022年12月31日，并且将
案件范围由三类重点案件拓展为全部在办羁押案件。

2021年7月以来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主要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轻罪案件羁押率过高、构罪即捕、一押到
底和涉民营企业案件因不必要的羁押影响生产经营等突出
问题开展全流程、全覆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据介绍，最高检调整了专项活动覆盖的案件范围，从原
来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涉民营企业经营类犯罪和
当事人申请等三类重点案件扩大至全部在办羁押案件。

据新华社昆明2月18日电（记者 字强）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18日通报，2021年5月6
日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曝光“云南
昆明晋宁长腰山过度开发严重影响滇池生态
系统完整性”后，云南省纪委监委对“古滇名
城”长腰山片区以及滇池南湾未来城五渔邨
项目违规违建问题以事立案、直查直办，深挖
细查违规违建背后的责任、作风、腐败等问
题，决定对29个责任单位、58名责任人严肃
追责问责。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云南省委批准，云
南省纪委监委决定：给予昆明市委、市政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林业和草原局、省自
然资源厅5个单位通报问责。责令省生态环
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3个单
位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对晋
宁区委、区政府等12个处级单位，昆明市生态

环境局晋宁分局等9个科级单位追责问责。
对16名省管干部追责问责：时任昆明市

晋宁区委书记，西双版纳州委原常委、州政府
常务副州长傅希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
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昆明市政府原副市长
王道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
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给予时任省发展改
革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时任昆明市委副书
记、市长，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喜良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
级调研员；给予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现
晋宁区正处级干部李福军留党察看一年、政
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时任昆明市
政府副市长、现昆明理工大学保留副厅级待
遇干部吴涛，因还涉及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并
案处理，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
处分；时任昆明市政府副市长、现任省自然资

源厅厅长高中建，因还涉及其他违法问题，并
案处理，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时任省林业
厅副厅长、现任省林草局副局长夏留常，时任
昆明市政府副市长、现任昆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勇，因还涉及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并案处理。给予时任省发展改革
委主任、现任省政府参事杨洪波，时任省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现任省发展改革委一级巡
视员刘德强，时任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刁殿
伟（已退休），时任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杜
筑华（已退休），时任昆明市委常委、市政府
常务副市长、现任省乡村振兴局局长黄云波，
时任昆明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昆明市政府秘
书长、现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胡炜彤，时任昆
明市晋宁县委书记、现任昆明市东川区四级
调研员张之亮，时任昆明市滇管局副局长、现
任昆明市盘龙区委书记沃磊8人诫勉问责。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孙
楠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依然肆虐的新冠肺
炎疫情，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并成功举
行，振奋人心。中方将继续与各方携手努
力，为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和人类团结
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连日来，国际
奥委会、多国代表团团长和运动员纷纷点
赞北京冬奥会，表示冬奥会运行非常成
功。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冬奥会自开

赛以来，赛事组织等各项工作得到了国际
奥委会官员、参赛代表团和运动员高度肯

定和赞赏。”汪文斌说。
他介绍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赛事可以说
已经非常成功，运动员展现出了非常高的
竞技水平，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充分展示。
巴赫还表示，运动员们非常开心，对场馆
和奥运村以及相关的服务都感到非常满
意。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

也表示，开赛以来，无论是从赛事组织、细
节安排还是对运动员的协助支持来看，各
个环节都十分成功。

汪文斌说，美国、英国等冬奥代表团
负责人也表示，冬奥会非常精彩，各项场
馆设施和赛事服务令人赞叹，运动员十分
满意，享受在这里的比赛。多国运动员也
纷纷开启点赞模式，并对防疫措施表示理

解和遵守。
“面对依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

冬奥会如期开幕并成功举行，振奋人心。”
汪文斌说，本届冬奥会也是奥林匹克格言
加入“更团结”之后举办的首届冬奥会。各
国健儿齐聚五环旗下，相互切磋，超越自
我，精彩呈现，让“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加熠熠生辉。

北京冬奥会如火如荼，赛场内外中国
元素引人瞩目。这场冰雪盛会展现出运
动员精彩卓越的竞技水平，更以别样的中
华文化魅力收获来自世界的掌声。

当中国气质与奥林匹克交相辉映，当
五环旗下汇聚五洲宾朋，北京冬奥会折射
出更加坚实的文化自信，诠释着新时代中
国的从容姿态，传递出中华儿女与世界人
民“一起向未来”的共同心声。

“中国风”托起“冬奥范”

刚刚结束赛事返回美国，单板滑雪运
动员特莎·莫德已经开始想念北京：“迫不
及待想再回去，走走看看。”
“我非常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美食及

文化。”社交媒体上，一张张充满中国元素
的合影、一句句真挚朴实的表达，记录下
这位美国姑娘难忘的冬奥之旅。

中国文化吸引着莫德，也惊艳了世
界。以冰雪为媒介，北京冬奥会自开幕那
刻起，便深深镌刻下独特的中国印记。

2月4日，立春日，冬奥开幕夜，四季始
轮回。

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将中华
文化的瑰丽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饱含
冬去春来、欣欣向荣的诗意，投射出中国
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宇宙观，刚一亮相
就瞬间刷屏。

火炬“飞扬”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的哲学理念，“黄河之水”倾泻而下极
具浪漫色彩，五环“破冰而出”彰显心系天
下的博大胸怀……

充满新意的开幕式以直抵心灵的人
文情怀，让世界领略着中华文化和奥林匹
克的和合共生，感受着新时代中国自信开
放的大国气象。

何止开幕式。
中华文化标注出北京冬奥会的深厚

底蕴，赛场尽显“国风潮流”。
一袭青绿、一身水蓝，翩翩起舞宛如

徜徉山水之间。花样滑冰比赛中，冰舞选
手王诗玥、柳鑫宇的服饰充满意境之美。
“衣服的设计，就是想表达在山河间

驰骋的感觉。”王诗玥解释说，比赛服设计
灵感源自山水画，男伴是“山”、女伴是
“水”，利用国画色彩，绘上古典纹样，取青
山绿水之义。

赛场上，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文化
魅力，成为冬奥舞台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比赛当中，花样滑冰选手彭程、金杨
在《夜宴》悠扬的配乐中完成首秀，中国电
影与体育比赛实现梦幻联动；

置身现场，当冬奥会与传统佳节“撞
个满怀”，“冰立方”等场馆在互动环节，结
合民俗现场玩起游戏，观众欢笑不断，洋
溢喜庆氛围；

颁奖时刻，穿戴“瑞雪祥云”“鸿运山
水”“唐花飞雪”服饰的礼仪人员托起宛如
同心圆玉璧的冬奥奖牌，古老文明与奥林
匹克于方寸间交相辉映。

从服饰到配乐，从竞技到颁奖，文化

之美与运动之美在冬奥赛场竞相绽放。
全世界观众在观看冰雪赛事的同时，共同
欣赏着中华文化的灵动与厚重。

赛场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齐聚
冬奥村，近距离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风采。

春节期间，走进北京冬奥村，“福”字
当头、灯笼高挂，“中国红”与“冰雪白”交
织，浓浓年味扑面而来。各国和地区运动
员入乡随俗纷纷贴春联、贴福字，而中国
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更令其赞不绝口：
“冬奥会以来，我已吃了200个饺子。”

美国女选手茱莉亚·马里诺成功被饺子
“圈粉”。

饺子有“粉丝”，豆包也有代言。马耳
他运动员珍妮丝·斯皮泰里三餐必有豆
包，甚至在比赛完等待分数的间隙，也没
忘吃上一口。

以“中国风”托起“冬奥范”，是文化自
信的生动表达。

“新”的背后，折射深层自信

融合之新、理念之新、心态之新，北京
冬奥会上，一个个“新”的背后，传递出更
深层次的文化自信。
“冰墩墩”火了，网上网下“一墩难求”

的冬奥“顶流”，在全球引起追捧和热议。
将大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呈

现出颇具时尚感和未来感的形象，“冰墩
墩”融合中国文化与现代科技，丰富的产
品开发和互联网角色塑造，更是赋予了吉
祥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成为“国潮”崛起
的又一个生动样本。

活泼敦厚的“冰墩墩”，诠释出中国创
造非凡、探索未来的自信，展示以和为贵、
热情好客的民族品格，引起了全球范围的
情感共鸣。“一墩难求”背后，是传统与现代
交融的中国，愈发赢得世界的青睐与认可。

冬奥赛场上，依山而建的“雪游龙”采
用新技术，使1.9公里的赛道一次性喷射浇
筑成型；取自敦煌壁画形象的“雪飞天”，
可实现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转化；盈盈欲

舞的“冰丝带”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
制冰技术，为运动员展现速度力量提供了
绝佳舞台……

中华意蕴融合现代科技，审美价值与
实用价值有机结合，充满“文化味”的场馆
彰显出更加深厚的人文色彩和时代内涵。

北京冬奥会上，我们以理念创新展示
出更有气度的当代中国。

华灯初上，国家体育场璀璨夺目，宛
若身披霓裳，在浩瀚夜空下熠熠生辉。“鸟
巢”外，“大雪花”火炬上微火静静燃烧。

以一缕“火苗”取代“熊熊大火”，相比
过往，可谓是颠覆性的理念创新。其背后
蕴含的，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中国
思想，展现出绿色环保的中国方案。

这份举重若轻、意尽则止的潇洒，这
份敢为人先、大胆革新的气魄，正是源于
文化自信——

如今的中国，不再需要搬出所有家
底、凭借宏伟场面来博得赞誉，大道至简
的理念尽显大国姿态与非凡气度。

聚焦冰雪盛会，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体
现在赛场内外，从观赛心态中也足以彰显。

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上，
中国小将苏翊鸣在“雪长城”赛道一鸣惊
人但未能摘金，网友纷纷留言“在我们心
里，你就是最棒的”；

速滑女子3000米决赛，德国运动员克
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冲过终点，尽管成绩
欠佳，但迎接这位老将的是如潮掌声，“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的致敬刷屏网络；

当羽生结弦尝试挑战前无古人的阿
克塞尔四周跳（4A），却落冰摔倒，中国网
友为勇者呐喊，“今天的羽生结弦，才是更
好的羽生结弦”。

一个细节可见一斑——
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

盼”手持金牌做奔跑状的身影，折射出我
们对金牌的向往。

而今，北京冬奥会吉祥物仍是“熊
猫”，手掌中却是一颗予人温暖的爱心。

这是国人心态的变迁，更是文化自信

的注脚。

文明互鉴携手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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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动听的旋律，伴
随着北京冬奥会赛事持续深入，这首《一起
向未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传至世界各地。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
形势，北京冬奥会奏响了团结、友谊、进步
的乐章，在“一起向未来”的愿景中，中国以
坚定的文化自信，架起同世界各国文明交
流互鉴的桥梁。
“这些徽章太漂亮了，且非常独特，它

们将在我的书桌上摆放很久很久。”5日下
午，冰壶项目混双循环赛赛后，美国队队员
克里斯托弗·普利斯收到中国队队员范苏
圆、凌智赠送的“冰墩墩”奥运纪念徽章。
双方合影留念，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徽章虽小，意旨却深。它不仅是礼物，
更是文化交流的信物，见证着运动员在赛
场结下的深情厚谊。

走进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二楼的
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成为热门“打卡地”。
“打一套太极拳可抽取盲盒礼物”的活动令
外国友人充满兴趣，不少人跟着AI大屏学
得有模有样。

北京冬奥村和延庆冬奥村也设立了中
医药体验馆。“这里是传播中医药文化和讲
好中国故事的平台，让更多外国朋友看到
中医之美。”北京冬奥村中医药体验馆的志
愿者负责人张晓冰说。

从中医到皮影，从剪纸到景泰蓝……
一张张文化“名片”在冬奥闪耀，与世界文
化交流融通、一同绽放。

中华文化闪耀冬奥舞台，中国也以海
纳百川的胸襟兼容并蓄，充分吸收外来优
秀文化，讲述着与世界的“美美与共”。

音乐超越国界，联通心灵。冬奥会开
幕式上，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入场，背
景音乐中19首世界名曲响彻“鸟巢”、震撼
人心，在属于全人类的奥运殿堂奏响属于
全人类的经典之声。
“这些曲子，全世界观众都熟悉，用来

搭配运动员入场，真是太妙了！”开幕式现
场，古典音乐爱好者、参加过十届冬奥会报
道的意大利记者费迪南多听到一首首熟悉
的乐曲，热泪盈眶。

这一刻，不同的文明记忆、文明图景，
在华夏大地上汇集。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奥运
会总是搭建沟通的桥梁，绝不会筑起一道
道高墙。奥运会让我们保留多样性的同
时，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团结合作、命运与共，这是奥林匹克精
神的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初衷。以冬奥会为契机，中国与奥林匹
克偕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
澎湃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图为颁发纪念品仪式上的金色冰墩墩。 新华社发

国际奥委会、多国代表团纷纷点赞北京冬奥会 我外交部回应——

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并成功举行，振奋人心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每年公历2月18
日至20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330度，我们迎来了雨水节
气。从此气温回升，雨量渐增，大地万物在雨水滋润中苏醒。

如果说，立春在气象上更多是春天的前奏，雨水节气则万
物开始萌动，春天已悄然来临。

春耕农忙正当时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忙总是春天的话题。这个时节，各地
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播耕地、麦田施肥、大棚管护等农事活
动，在田间地头耕耘希望。

在云南勐海县曼洪村，村民们正忙着插秧，波光粼粼的水
田很快被一行行秧苗覆盖。村民老伍今年种了10多亩田地，
为了不耽误农时，他选择了机械插秧。“真是方便，两小时就插
好了，省时省力。”

从南往北看。在有“中国第一麦”之称的河南新乡市延津
县，麦苗已没过脚踝，全县百万亩小麦正进入返青期。远远望
去，绿意盎然。这里的农民们已经开始在田间铲土覆垄，为浇
返青水做准备了。

幅员辽阔的中国，南北差异很大。当南方春意萌发的
同时，北方一些地区仍在下雪，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期盼春天
的到来。

在最北边的省份黑龙江，不少广袤黑土地上白雪皑皑，勤
劳的农民已开始备春耕。这几天，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检修农机，更换有损耗和损坏的零部
件。“春耕就要开始了，我们要让所有农机达到随时下地的备
耕状态。”合作社理事长刘春生说，去年种了7000多亩大豆，
今年准备多种一些。

梦想的种子在春雨里萌芽

雨水日，春天已经在人们心里了。梦想的种子，在等待一
场恰逢时节的雨。

2月16日，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农
历二十四节气”“冬奥”等成了高频词汇。校长谭劲为孩子们科
普了冰墩墩的象征意义，还送上了新学期的祝福——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雨水’节气。这个节气，预示着大

雁归来、草木萌动，农作物也将迎来生长的好机会。希望我们
珊瑚学子迎着春风春雨，在新学期茁壮成长，像奥运健儿那样
不断超越自己。”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雨水日：拂水惊梅中迎春天

涉滇池沿岸违规违建

云南追责问责29个单位58名责任人

滇池海埂大坝游人如织，人鸥同乐成

为昆明的一道风景线。图为小朋友投喂红

嘴鸥。 新华社发

最高检：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延长一年

范围拓展为全部在办羁押案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于佳欣）针对美国日前
发布所谓的“恶名市场报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日发表谈
话表示，中方不认可该报告结论，并对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
法表示坚决反对。

2月17日，美方发布《2021年度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审议
报告》，将中国多家企业和市场列为所谓的“恶名市场”。发言
人表示，美方在报告中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描述采用“据称”或
“据报道”等模棱两可的措词，既没有确凿证据，也没有充分论
证，是不负责任和不客观的。

发言人介绍，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全面加强。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名列第
12位，整体排名连续6年保持上升势头，部分指标稳居全球领
先地位。

发言人表示，中方认为，美方应全面、客观反映中国政府
和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并做
出公正评价，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发言人还指出，假冒盗版问题在美国原来就有，现在也
有。美方频频利用所谓的“恶名市场报告”指责其他国家，却
在报告中对自己国内的假冒盗版只字不提，这样的双重标准
令人感到遗憾。

不认可美方所谓的“恶名市场报告”结论

我商务部：美方做法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