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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

月

27

日电

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来到山西， 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

众，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福大

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虎年

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 月 26 日至 27 日， 习近平在山西

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蓝佛安陪同下，来

到临汾、晋中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

单位、企业等考察调研，给基层干部群

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

26 日下午， 习近平冒雪来到临汾

市考察调研。 去年 10 月， 山西出现有

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 全省 11 市受

灾。 霍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是临汾市

农房受损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习近

平专程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他听取了山西灾后恢复重建、 秋冬补

种、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加强防

灾减灾和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汇报，

随后来到受灾村民师红兵家中看望。

师红兵家 4 间窑洞去年因强降雨

全部倒塌， 在政府补助和各方援助下

重建了 2 间装配式住房， 目前全家已

经入住。 习近平仔细察看院落、 住房。

看到师红兵一家正在做年馍， 习近平

加入进来， 捏了一个枣花， 并为面团

点上红枣。 欢声笑语中， 一个个年馍

制作出来， 格外喜庆。

习近平同师红兵一家老小坐下来

拉家常， 亲切询问他们重建住房质量

好不好、 年货置办齐了没有、 还有什

么困难。 师红兵告诉总书记， 这房子

又结实又暖和， 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

过年了， 衷心感谢党和政府。 习近平

指出， 我一直牵挂着灾区群众， 今天

到山西第一站就来到这里， 是要实地

看一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看到村容

村貌干净整洁， 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

复， 重建修缮的房屋安全暖和， 家家

都在忙年， 年货备得也很齐全， 庄稼

地里孕育着生机， 我感到很欣慰。 乡亲

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党和政

府要继续帮助解决。 要统筹灾后恢复重

建和乡村振兴， 加强流域综合治理，补

齐防灾基础设施短板，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带领人民群众用勤劳双手重建

美好家园，用不懈奋斗创造幸福生活。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高声向总书记

问好。 习近平给乡亲们拜年，希望大家

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的干劲把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

随后， 习近平乘车来到汾西县僧

念镇段村， 考察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加强基

层党建等情况。 在便民服务中心， 村

干部向习近平介绍了他们开展为民服

务、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等做法。 在村民蔡文明

家中， 习近平一一察看厨房、 卧室和

羊圈， 详细询问家庭收入多少、 生活

怎么样。 听说一家人 2016 年底脱贫

后， 如今靠养羊、 外出务工日子越过

越红火， 习近平十分高兴。 他指出，

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是我们党

百年来的执着追求， 我们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干。

村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 村民们

打起威风锣鼓、 扭起秧歌欢庆佳节。

看到总书记来了，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

来。 习近平对乡亲们说， 我们党的根

本宗旨就是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为人

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 奉献、 服务。

我们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

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现在踏

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

村现代化， 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让群众生活更上

一层楼， 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越

走越有奔头。

习近平 27 日在晋中市考察调研。

当天上午， 他来到平遥古城， 自迎薰

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全貌，随后

乘车来到平遥县署， 听取古城历史沿

革、建筑布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情

况汇报。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

一。 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要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

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

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

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平遥是晋商发源地， 文化底蕴深

厚，日昇昌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业发展

的先河。 在日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

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

等情况。 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

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高品质生活。

古城南大街年味浓郁。 习近平沿街

巷察看古城风貌， 走进平遥牛肉店、推

光漆器店、东湖老醋坊，了解当地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并

购买了平遥牛肉、饺子醋等年货，还参

与了陈醋发酵打耙。 他指出，要做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

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

业发扬光大、推向世界。 现场群众纷纷

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

意，给大家拜年。

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疫情仍在

扩散并呈现新的特点，新型变异毒株传

播快、传染力强，加上冬季各类传染性

疾病高发，防控风险增大。 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

以预防为主，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 群众就医、供应、通行等方面也

要全面跟上，保障好人民生命安全和基

本生活需要。

习近平十分关心冬季供电供热保

障工作。 27 日下午，他来到山西瑞光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调研。 近年来，这

家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在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余热梯次利

用、固废综合利用、二氧化碳捕集等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首先听取山

西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和企业推

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等工作介绍。 在企业热电机组生

产集中控制室、 燃料智能化管控中心、

机器人自动化验室，习近平察看生产运

行数据，向现场技术人员了解企业加强

节能减排、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生产保

障等情况。 习近平随后走进企业储煤

场，驻足察看煤场储煤等情况。 他强调，

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国家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

必须要做，但这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

的，等不得，也急不得。 必须尊重客观规

律，把握步骤节奏，先立后破、稳中求

进。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国情，要夯实

国内能源生产基础， 保障煤炭供应安

全，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

化利用、综合储运这篇大文章，加快绿

色低碳技术攻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要积极稳妥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

贡献。

企业职工热情向总书记问好，习近

平向大家致以新春问候。 他指出，供电

供热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大

局，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要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能源保供各项部署要求，多措

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

能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

供稳价， 强化民生用能供给保障责任，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习近平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

山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希望山西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 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续写山西践行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山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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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

会北京、张家口、延庆三个赛区的冬奥

村27日正式开村。

当日，北京冬奥村迎来了2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代表团， 超过300名运动员和

随队官员入住。 据悉，在冬奥会期间，北

京冬奥村将接待4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团近17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北京冬奥村运行团队对外联络副

主任张冠男说，北京冬奥村是运动员之

家， 是北京冬奥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

也是整个冬奥会提供服务保障时间最

长的场馆之一。 它坚持“以运动员为中

心”， 旨在为各代表团提供24小时全天

候优质的住宿、餐饮、后勤等各项保障

服务。

据介绍， 北京冬奥村分运行区、居

住区和广场区三大区域。 当运动员抵达

冬奥村后，第一站就是运行区的代表团

接待中心， 经过安检和证件激活确认

后，“村民”将直接进入居住区，开启北

京冬奥会之旅。 在居住区，除了有温馨

舒适的住宿服务外， 还有健身中心、娱

乐中心、综合诊所等相关功能空间。 此

外，冬奥村还提供健康安全、丰富多样

的餐饮服务， 菜单经国际奥委会批准，

共有678道菜品，每8天循环一次。

“因为北京冬奥会是闭环管理，为

了便于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日常生活，

广场区设有特许商品商店、银行、邮政、

理发、便利店等配套商业服务。 值得一

提的是，广场区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

展示和体验空间， 目的是想打造一个

‘文明互鉴、 美美与共’ 的文化交流平

台。 ”张冠男说。

据介绍，为了防疫安全，冬奥村要

求所有居民每天进行核酸检测；在村内

多个点位设置防疫标识，比如一米线提

醒；在餐厅就餐区设置了隔板；在健身

中心、娱乐中心及广场区各店铺，都有

人流限制；工作人员走专门通道。

北京冬奥会恰逢中国虎年春节，冬

奥村也充满了年味。“冬奥村餐饮将围

绕中国年主题，增添一系列中西方特色

美食，让运动员更好地体验中国饮食文

化魅力。 此外，在广场区，我们还设置了

春节元素的景观布置，运动员还会收到

‘春节礼包’，里面有福字、春联、灯笼

等，希望大家对春节有更深感受。 ”张冠

男说。

冬奥村1月27日正式开村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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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

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近日宣布，根据防

疫手册要求，北京冬奥会奖牌得主在领

奖时可以短暂摘下口罩并留影纪念。

根据最新科学分析，颁奖仪式做出

一些调整，如奖牌得主可以短暂摘下口

罩拍照， 这既可以分享运动员的喜悦，

也能够帮助媒体记录运动员职业生涯

最珍贵的瞬间。

这一规定从 26 日生效， 具体要求

如下：从颁奖仪式开始到站到领奖台后

面，运动员一直佩戴口罩，在看到指示

牌时摘掉口罩，并登上领奖台领取奖牌

和吉祥物。 国歌播放结束后，指示牌会

提示运动员重新戴好口罩，随后可以一

起站在金牌领奖台上合影直至离开领

奖台。 颁奖仪式结束后，在与媒体和其

他奖牌得主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运

动员可以摘下口罩拍摄个人或团队照

片。

北京冬奥会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短暂摘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