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1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耳
他总统维拉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 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始终友
好共处、守望相助，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
持。当前两国关系日益深入，并肩抗
疫卓有成效，充分彰显中马人民的

深情厚谊。我愿同维拉总统一道努
力，以中马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
传统友谊，拓展双多边合作，推动中
马关系不断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维拉表示，建交50年来，马中关
系始终高水平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惠及两国人民。马耳他将继续支持
欧盟同中国加强合作，为马中传统
友好关系注入新活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马
耳他总理阿贝拉互致贺电。李克强
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以建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促进
中马关系迈上新台阶。阿贝拉表示，
马方将继续在欧盟发挥建设性作
用，致力于维护稳定、促进合作，推
动马中友好关系走深走实，实现更
大发展。

就中马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马耳他总统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马耳他总理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日
出版的第 3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文章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
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
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领，努力
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
作，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文章指出，要信念坚定、对党忠诚。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
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
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
思想基础。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
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
一辈子、守一辈子。理想信念坚定和对
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
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
定的最好诠释。

文章指出，要注重实际、实事求是。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
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
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
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实
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
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
实事、求实效。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
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
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

文章指出，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
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
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担当作为就要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决不能坐而论道、光说不练。担当和作为是
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凡是有
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
地干、坚决地干。

文章指出，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坚持原则是共产
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
人主义，出发点就有问题，因为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
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党的干部
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
党性不徇私情。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
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文章指出，要严守规矩、不逾底线。讲规矩、守底线，
首先要有敬畏心。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
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严以修身，才能严以律己。我
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
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当共产党
的干部，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看得淡、放得下。

文章指出，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我们处在前所未有
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
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
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
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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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中国农历“立春”，
春意涌动、希望萌生的日子，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世界
首个双奥之城北京开幕。纯洁冰
雪铺就的舞台上，冬奥之光将照
亮全人类追求团结、和平、友谊的
前行之路。

时针拨回至2015年7月31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奥委会全会
即将对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归
属进行投票。

“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
次机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
京，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
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
奥会！”

一锤定音！习近平总书记通过
视频表达的对北京申办 2022 年冬
奥会的坚定支持与庄严承诺，成为
申办成功的关键因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心和重视
体育事业，把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
位置，始终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高度引领体育事业健康有
序地发展。

（全文详见云
邵阳新闻客户端）

冬奥之光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体育

事业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纪实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
人民幸福而奋斗。”

什么是幸福？人世间再没有比
这更动听的答案。2022年春节团拜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春风
般馥郁、暖阳般和煦，拂照亿万人
民的身心。

什么是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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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代表共产党人做出响亮的回
答。这就是人民领袖的幸福观。“乐
以天下，忧以天下”，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思之所及、言之
所至、行之所向，一切为了人民。他
一次次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察民
情、听民声、纳民意，行程万里，步

步情深。他把人民工作做实、做深、
做细、做透，民贫他忧，民富他喜，
亲民爱民，一片赤诚。他为实现中
国梦、人民的幸福梦夙夜在公，“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赤子之心，人
民情怀。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是最
大的幸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
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奉为自己的宗旨。在波澜壮阔的历
史进程中，无数志士为了实现这一
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
命。在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上，
无数共产党人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什么是幸福？“我”愿坚守“我”
的初心，幸福“你”的人生，以“我”之

辛劳托举成就“我们”之富强。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把14亿多人的
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顶层设计。而今，“在更高水平上实
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的期盼，正成为现实。

岁月曾著风雨，更待满树繁
花。有人幸福着你的幸福，这是温
暖人间的祝福，这是人民情怀的写
照，这是人间正道的注脚。

人民至上，天下归心！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当有人幸福着你的幸福……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上接2版②)
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及

华侨的婚姻登记、婚姻登记
档案查询、补领婚姻登记证
的，不在全市通办范围。

5 月 1 日起，我市离婚
登记也将实行全市通办。广
大市民可通过湖南省婚姻
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湖南
民政”微信公众号预约申请
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
当前，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已
做足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婚
姻登记全市通办政策如期
顺利推进。全市民政系统将

以此次改革为契机，把优化
婚姻登记服务作为一项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
事来抓，不断加强婚姻登记
机关规范化、标准化和婚姻
文化建设，进一步升级改造
婚姻登记场所，优化功能布
局，确保婚姻登记机关工作
高效运转。

(上接2版①)
1月27日，春节将至。可

三一专汽灯塔工厂的车间
内，还呈现着火热的生产场
景——每一个工人都在利索
地干着手中的活，每个工序
都是有序衔接，无缝对接。

“春节一过，马上就要
交付 188 台搅拌车。”苟海
成说，订单压力大，员工除

夕当天才放假。每多生产一
台车，就能早一点交单，多
一分产值。

“三一生态产业园项目
一期竣工投产在即，迭代升
级打造2.0版灯塔工厂的计
划也正悄然付诸实践。未来
3 至 5 年，我们年产值 300
亿元，不是梦。”对三一专汽
的未来，苟海成充满信心。

3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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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即将过去

的农历辛丑牛年，是我们总结历史、
回顾既往的一年，也是我们致敬历
史、面向未来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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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
鼓催征、奋楫扬帆，激发了全党全社
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我们召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并作出第三个
历史决议，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
持世界领先，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
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改革开放迈
出新步伐，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
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全面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力拓
展，香港实现由乱转治，反“独”促统
斗争不断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

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显著，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在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势下，我
们取得这些成绩，极大增强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豪情和信心。

习近平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
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
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世界上最大
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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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挑战如
何严峻，我们都要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
训，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紧密团结、
艰苦奋斗，继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对百年奋斗历史
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
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
年的工作，谋划未来一个时期的发
展蓝图。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保持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
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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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最后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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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中外冰
雪运动健儿如虎添翼、创造佳绩。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
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
群各部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
表，著名专家学者及首都各界人士
代表。文艺工作者在团拜会上表演
了精彩的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