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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冬奥一起向未来
5 要闻

2月20日晚，绚烂的焰火照亮了北京夜空，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隆重举

行。在欢乐的海洋里，在难舍的告别中，北京冬

奥会圆满落下帷幕。

在刚刚过去的16天里，北京，既古老又现

代的国际化都市，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再次为

世界奉献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再次向

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力量，

再次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传奇。

91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冰雪健儿，7个

大项109个小项……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是设

项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给更多冰雪

健儿创造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北京冬奥会的圆

满成功，兑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为

各国冰雪健儿提供了超越自我的舞台，也为疫

情困扰下的世界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习近平主席郑重宣

示：“中方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

的奥运盛会，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以其

精彩、非凡、卓越赢得世界瞩目和好评，在奥林匹

克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冬奥

会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盛会。奥运纪录

被不断刷新，高难度动作频频上演，年轻小将崭

露头角，传奇老将续写传奇，竞争对手彼此关爱

鼓励……一幕幕精彩瞬间，见证各国冰雪健儿

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拼搏历程，生动诠释了奥

林匹克精神。赛场上，中国冰雪健儿坚持拼字

当头，敢于拼搏、善于拼搏，取得了9枚金牌、4

枚银牌、2枚铜牌的好成绩，践行了“人生能有

几回搏”的铿锵誓言，创造了新的纪录，鼓舞和

激励着中华儿女踔厉奋发、不懈奋斗。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非凡之约。面对疫情

带来的困难和不便，中国秉持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全力克服疫情影响。从突出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到严格落实“双

闭环”管理，再到完善场馆防疫措施，一项项有力

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了疫情传播风险，有效保障

了参赛及相关人员、中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向全

世界展现了人类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这是一场追求完美的卓越呈现。中国设计、

中国技术、中国材料、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世界一流”，首钢滑雪大跳台实现对

工业遗产的转型再利用，所有竞赛场馆全部使用

绿色电力，主火炬在奥运历史上首次使用“微火”方式……体现了科技、

智慧、绿色、节俭的鲜明特色；“雪游龙”“雪如意”“雪飞天”“冰丝带”“冰

立方”“冰菱花”……一个个奥运场馆，为运动员高水平竞技提供了高质

量舞台；主媒体中心做好各项运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各项新闻报道

和传输转播功能安全运行，为全面、立体、生动地把北京冬奥盛会传到

全世界提供了坚实支撑；冬奥村安全、温馨、舒适，真正实现了“想运动员

之所想、办运动员之所需”……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中国全力做好各项

赛事组织、赛会服务、指挥调度等工作，树立了“奥运新标杆”。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自古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

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多重挑战。如何战胜疫情？如何建

设疫后世界？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必

须回答的紧迫的重大课题。北京冬奥会的圆满成功再次表明，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命运紧密相连，面对各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唯

有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奏响和平、团结、进

步的时代乐章，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让我们牢记奥林匹克运动初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是人

类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奥林匹克运动为和平而生，因和平而兴。

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呼吁通过

体育促进和平，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历史反复证明，对抗不

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

正道。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协商，努力

化解分歧，消弭冲突，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让我们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

面对人类遭遇的各种难题，奥林匹克运动为推动全球共克时艰、团结

合作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当前，疫情仍在肆虐，气候变化、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更团结”正是

当今时代最需要的，国际社会应当“更团结”。实践充分证明，小船经

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

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美好未来。各国唯有团结一

心、携手合作，一起向未来，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前进道路

上，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让我们践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持续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奥林匹

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前，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

重冲击，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但不论风吹雨打，人类总是

要向前走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促进现有

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前进道路上，我们要顺

应时代潮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

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者、行动派。”北京冬奥

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带动了更

多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向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

希望的中国形象，为全球冰雪运动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奥

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作出积极贡献。面向未来，中

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始终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历史车轮

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继续为全球奥林匹克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对北京冬

奥盛会充满骄傲，也对下一个四年之约充满期待。让我们共享奥林

匹克的伟大梦想、共创奥林匹克的伟大荣光，一起向着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进发！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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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9269989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注
178注
914注

59285注
1239517注
8891793注

10000000元
16990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612631799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041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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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67378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34注
558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今夜，我们依依惜别，拥抱未来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侧记

昨晚，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图为焰火表演。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 摄

立春之时，乘着一朵雪花，北京冬
奥温暖启程；元宵过后，伴着绚烂的雪
花花灯，冬奥迎来告别时刻。

今夜，2008年的星光五环与2022年
的“大雪花”主火炬交相辉映，“天下一
家”“ONE WORLD ONE FAMILY”
满载美好祈愿，粲然绽放。

来自五大洲的运动员、工作人员、
志愿者、媒体记者又一次欢聚“鸟巢”。
从春节到元宵，大家共度难忘中国年，
也让“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格言愈加熠熠生辉。
拼搏与超越、热爱和团结惊艳赛场；

欢呼与掌声、遗憾和泪水震撼心灵。此
刻，所有情感在此汇聚、交融、绽放。

今夜，是依依惜别的送行；今夜，是
拥抱未来的起点。

每一个运动员挥洒激情

共同缔造冬奥盛会，今夜是属

于他们的欢庆时刻

在全球亿万观众注视下，挪威运动
员特·约豪格和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亚
历山大·博利舒诺夫，先后登上越野滑
雪女子30公里和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
（自由技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在充
满祝贺和敬意的掌声中，获奖者们将奖
牌举在胸前，用力挥舞花束，与世界一
起分享这梦想成真的激动时刻。

他们问鼎的这个古老项目，承载着
人类对于挑战极限最朴素的追求，是体
能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这样不畏艰
难、勇于突破的场景，在过去十几天不
断上演，世界各地的冬奥健儿创下一个
又一个奥运奇迹。
“鸟巢”的“大冰面”上，十二生肖造

型的巨大“冰鞋”载着孩子们飞舞滑
行。巨大的中国结衬托下，伴着《欢乐
颂》的旋律，各代表团运动员迈着欢快
步伐入场。

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近3000名运

动员中，许多人来自冰雪运动传统强
国，他们在北京续写传奇；也有不少人
来自冰雪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能够站上赛场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
就。印度唯一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
夫·汗、墨西哥30年来首位参加冬奥会
的花滑选手多诺万·卡里略……他们用
热爱和坚持，有力诠释了相互理解、友
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主场作战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昂
扬的面貌闪耀冬奥赛场。申冬奥成功
时，冬奥会100多个小项中，大约有三分
之一的小项中国从未开展。而今，7个
大项、15个分项“全项目参赛”的目标已
然实现，曾经“冰强雪弱”的中国首次雪
上项目奖牌数超过冰上项目，更以9金4
银2铜共15枚奖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闭幕式现场屏幕上，运动员在赛场
摘金夺银、奋勇拼搏的精彩瞬间一一闪
过，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激情飞扬的赛
场。而这些，只是冬奥赛场上一个又一
个突破与圆梦故事的缩影。运动员们
用一个个充满个性的“我”，共同绘就了
北京冬奥会的逐梦画卷。

竞技场外，动人故事也在上演。选
手们交换徽章、互相安慰、共同庆祝，这
些或欢乐、或遗憾、或感动的奥运时刻，
如点点繁星，照亮赛场内外。
而此刻，不管成功与失败，他们终于

抛下所有压力，脸上笑容洋溢。运动员
们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着快乐，拿
起手机自拍、尽情欢呼挥手、对着镜头飞
吻……现在是属于他们的欢庆时刻。

每一个工作者辛苦付出

保障精彩赛事，今夜是回馈他

们的感恩时刻

21岁的清华大学本科生孙泽宇，手提
一盏灯笼，站在他熟悉的舞台——“鸟巢”
中央，被祝福和掌声簇拥。他和其他五位
志愿者一起，作为一万八千多名冬奥志愿

者的代表，在现场收到了满满谢意。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创了“向志愿

者致敬”这一环节，从此成为奥运会闭
幕式传统。而今这一幕再现“鸟巢”，跨
越的是流转光阴，永恒的是严寒无法侵
袭的温暖和口罩难以阻隔的微笑。

孙泽宇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标
兵志愿者，他在开幕式上的一声
“Welcome to China（欢迎来到中国）”，
让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莫德回忆
起来忍不住热泪盈眶。18岁的莫德将
“中国人的友爱与好客”记在心里。

同样站在台上的燕山大学本科生
张鸿博，过去十几天在崇礼的寒风中，
坚守赛道入口处的岗位，无数次重复证
件检查流程。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她
从未抱怨。“冬奥志愿者的工作很有魅
力，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还能学到很多
知识。”她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经历，认
为有机会入选志愿者非常幸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成

为世界难忘的记忆；2022年，这些“蓝色身
影”依然是“双奥之城”最好的名片。体育
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行等41
个业务领域，无处不见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屏幕上，一帧帧笑脸，定格了冬奥会
上一张张自信、从容的青春特写。

负责核酸检测的“大白”、身背医疗
包并脚踩雪板的滑雪医生、指挥交通的
工作人员、食堂餐厅的后勤保障人
员……冰天雪地里，无数建设者、服
务者、管理者默默奉献，让赛场上每一
次拼搏呐喊都更加掷地有声。

环节最后，志愿者们一同点亮手中
的灯笼。刹那间，观众席泛起朵朵红色
爱心，整个场馆化为爱的海洋。
爱的交换，深情似水。
点亮自己，温暖世界。今夜，世界

把爱回赠你们！

每一根柳枝都寄满惜别

之情，今夜是我们友谊地久天

长的见证时刻

地屏冰面上，舞者们步伐轻盈，渐
渐走出一幅“垂柳图”。杨柳青青，杨花
漫漫，离愁别绪涌上心头。在熟悉的
《送别》乐曲中，365位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的普通人，怀抱晶莹发光的柳枝向场
地中央汇聚。
“折柳寄情”，古老诗歌吟唱的惜别

场面，而今再度深情上演。中国人再次
用特有的浪漫，传递对世界友人一年
365天不变的思念。
终于，我们还是来到离别时刻，那些拼

搏、团结、友谊的冬奥瞬间，将被深深铭记。
“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高度评价北京冬奥会，
“奥林匹克精神之所以如此闪耀，得益于
中国人民为我们出色地搭建了安全的奥
运舞台。”
中国用最大的诚挚和热情兑现了诺言，

为世界呈现了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
会。疫情挑战下，这场如期举办的全球体育
盛会，为世界文化交流、心灵沟通搭建了珍
贵桥梁。在这里，大家沉浸式感受命运相
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循着场地边缘一道亮光，两位意大
利小朋友推动手工制作的地球走向中
央。下一届冬奥会举办地八分钟表演
“双城璧合·聚力联辉”拉开序幕。四年
后，活力四射的时尚之都米兰将携手山
川环绕的科尔蒂纳丹佩佐，共襄冬奥盛
会。山川与城市、自然与建筑相互映照，
在共舞中寄寓着人类和自然间的彼此尊
重、相互对话。

从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
（Together），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
题口号“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再到意大利“八分钟”的
“双城璧合·聚力联辉”（Duality，Togeth-
er），三个“Together”不谋而合，无不表现
出全人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决心。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当孩子们再次唱响《我和你》，五环以与
2008年同样的方式升起，与“大雪花”火炬
交错落下。两届奥运在此交汇。从2008
到2022，“双奥之城”为奥林匹克添上新的
荣光。
“大雪花”缓缓落下，在孩子们稚嫩

的《雪花》歌声中，开幕式惊艳四方的“微
火”熄灭。

当烟花升起，照亮夜空。“鸟巢”里的
人们尽情歌唱、欢呼、鼓掌，用最炽热的
方式告别。或许明日我们就将远隔山川
重洋，但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今夜，火炬熄灭，但奥林匹克之光点
亮心灵；

今夜，依依惜别，但此刻分别只为再
次相聚。

纵使前路漫漫，遍布未知挑战，奥林
匹克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饱含勇气，迎难
而上。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不论何
时、不论何地，地球上的每一个“我”都将
为更加美好的明天发光发热。
今宵挥别后，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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