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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这雪场简直像来自另一个星
球！”第一次见到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雪飞燕”时，奥地利记者耶
奥格·福莱索惊叹道。多条雪道
在北京最高峰小海陀山上铺陈、
交织，庞大的高速缆车系统来回
运送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宛若在
山中运转的一部巨大机器。

北京冬奥会闭幕，中国冰雪
竞赛设施给全球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为此次冬奥会新建场馆“雪
飞燕”，多国教练员、运动员和记
者表示，该场馆扩展了全球雪上
运动的版图，期待其成为下一个
国际高水平雪上训练与竞赛中心。

新赛道的建成令许多这项运
动的参与者兴奋。挪威高山滑雪
名将谢蒂尔·扬斯鲁德说：“我们
每年在全球各地比赛，但往往都
是在相同的地方比赛，熟悉的
山，历史很长的赛道。不说它们
有两百年的历史吧，但总之历史
都很长了。”而看到“雪飞燕”
后，他认为一座新场馆能让高山
滑雪在所在地区延续下去，对于
世界雪上运动来说是件好事。

高山滑雪19世纪下半期开始
从越野滑雪中发展出来，1936年
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其项
目历史较长，但符合国际大赛标

准的赛道建设难度较大。因此，
有能力规律举行高水平比赛的地
点比较固定，也都局限在欧洲、
北美等滑雪历史比较悠久的地
区。比如，奥地利的滑雪胜地基
茨比厄尔从1894年就开始举办滑
雪比赛了。

然而，在全球其他地区，像
世界杯分站赛这样的国际雪联最
高级别赛事则鲜有稳定的举办
地。平昌冬奥会比赛场地旌善高
山滑雪中心仅在冬奥会前举办过
一次世界杯分站赛，另一场地龙
坪高山滑雪中心在办奥后仅举办
过个位数场次的低级别积分赛。

而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
雪联主席约翰·埃利亚施、国际
雪联高山滑雪委员会主席伯恩哈
德·鲁西等知名滑雪界人士，均
已表达将世界杯分站赛带到中
国、帮助赛事在这里长期扎根的
愿望。埃利亚施甚至提出：“希望
在中国举办史上首场夜间灯光滑
降比赛。”

据了解，在建设之初，“雪飞
燕”就将冬奥会后筹办世界杯分
站赛纳入了场馆赛后利用的计划
中，这也是“雪飞燕”可以留下
的奥运遗产之一。

冬奥赛后，各国运动员对

“雪飞燕”赞不绝口。美国名将米
凯拉·希弗林希望能有多一些机
会在“雪飞燕”滑行，她在首场
比赛失误没能完赛后说：“我很失
望，不仅是因为奖牌，更是因为
这是座很有趣的山，不能多一些
机会在上面滑行让我很遗憾。”扬
斯鲁德表示，虽然来中国之前听
到了许多谣言，但赛后他认为：
“‘雪飞燕’已经为运动员提供
了完美的条件。”

此外，扬斯鲁德还表示：“如
果高山滑雪想要存续下去，它必
须在亚洲有落脚点，这就是这座
场馆对未来的意义。”

这也是许多亚洲代表团，以
及一些雪上运动设施紧缺国家
（地区） 的心愿。比赛期间，“雪
飞燕”的志愿者经常能遇到一些
其他国家 （地区） 的运动员来咨

询：“你们这座场馆，以后可以对
我们开放吗？”

“我们已经向中国表达了意
愿，这里是离我们最近的训练设
施了。”泰国代表团成员塔拉蒂
普·詹塔瓦特说，非常高兴在欧
洲和北美之外看到新的高水平训
练场地。沙特阿拉伯冬季运动联
合会滑雪运动主管巴萨姆·阿尔
什阿比也表示，除了欧洲雪场，
运动员应该多接触不同类型的场
地。

许多热带、亚热带国家 （地
区） 没有天然降雪，但冬季项目
反而因为其稀缺而受到年轻人的
喜爱。“如果你告诉一个泰国年轻
人，参加国家队能全世界去滑
雪，他（她）一定会来的。”詹塔
瓦特说。而秘鲁高山滑雪运动员
奥尔妮拉·厄特尔·雷耶斯则介

绍，秘鲁组建了单板滑沙队伍，
在炎热的沙漠地区带领孩子们在
沙丘上进行单板训练，许多孩子
都有滑雪的梦想。

“应该打破欧洲的‘霸权’。”
曾参加过六届冬奥会的印度退役
雪橇运动员沙瓦·凯沙万直言不
讳，主张给予亚洲冬季项目运动
员更平等的训练设施条件。他和
本届印度代表团唯一的选手、高
山滑雪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
夫·汗均多次表示：“我们（中国
和印度） 是邻居，应当更多地合
作，让印度孩子能来这里训练。”

阿里夫介绍，印度虽然拥有
雪山资源，但建设符合国际标准
的赛道、缆车，印度缺乏资金和
技术，也缺乏配套的山区自然环
境修复和保护方案。因此滑雪在
印度更多是项高端旅游项目，运

动员的训练场地缺乏。
首次亮相国际舞台，“雪飞

燕”对于国际滑雪界来说是全新
的。诸多好奇和探究的目光聚焦
于此，人们讨论着这座场馆如何
不同、该与哪条经典赛道进行比
较。

“很多人说这座山与‘经典’
赛道不同，但经典与否与赛道设
计没有关系，只与历史长短有
关。”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赛道设
计者、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男子
滑降冠军迪迪埃·迪法哥说，“这
座山 （成为比赛场地） 的历史还
不够长，但谁能说它不会成为下
一个经典呢？”
（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卢羡婷、

刘扬涛、夏子麟）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为了亚洲，为了未来
——专业人士谈“雪飞燕”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

“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
涵，其中之一是——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
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
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主
动精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坚定
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开
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

作答强党之问：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关键在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
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
主动”。

历经岁月洗礼愈发朝气蓬勃，
饱经磨难考验依然初心如磐，坚持
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百
年大党立志千秋伟业而作出的战略
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
而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征程继续奋进，艰巨繁重的使命任
务对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要
求。

非凡之事业，非凡之担当。
2012年11月15日，人民大会

堂。面对中外记者，刚刚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语气冷静而坚
毅：“打铁还需自身硬。”

通俗形象的话语，道出质朴深
刻的逻辑：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
的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严。

2014 年 12 月，在江苏考察
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
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作出
具体部署。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又提出“两大革命”的重要论断，
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
命”。

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
治党”，从“党的自我革命”到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
命”，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远见和清醒。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度出现
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
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
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
正，“四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七
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
威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深沉的忧患感和强烈的紧迫
感，将全面从严治党摆在事关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摆在治
国理政全局至关重要的位置，以
世所罕见的力度正风肃纪、反腐
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
的严重隐患，带领百年大党在革
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
的强大生机活力。

淬火成钢，再铸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
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成为新时代
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开辟
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求索大党之治：
“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
条件下解决自身问
题、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成功道路”

2021年11月11日下午，北京
人民大会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
了“窑洞对”——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
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
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
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
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从严
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探索
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
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坚持政治引领，把全党凝
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
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
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
么、强调什么”。2020年4月，在
秦岭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
诫。

秦岭，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曾几何
时，一些人竟将国家公园变成私家
花园，北麓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6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首先从政治
纪律查起”，坚决推动这一问题查
处。2018年7月以来，位于秦岭北
麓西安境内的1100多栋违建别墅
被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
违法被查处。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全面从
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将政治建设作为根本
性、统领性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
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
务，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
分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坚决治
理“七个有之”问题，清除阳奉阴
违的“两面人”，以精准有力政治
监督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

全党上下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党的
旗帜下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坚持系统推进，打出一套
自我革命“组合拳”。

2021年仲夏，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总书
记停下脚步、仔细察看：“现在这
里面的8条，精简会议活动、改进
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
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
讲、反复抓……”

持之以恒，方得始终。
管好治好一个拥有9500多万

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不啻
于一项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引领伟
大实践——

从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上率
下抓作风建设，解决“老虎吃天不
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党的十八

大以来到2021年6月，共有62.6万
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查
处；

以雷霆万钧反腐败破局，“打
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推
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
面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到2021
年 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
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
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

党内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
相结合，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党史学习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
坚定、党性更加坚强；

明责任、强组织、严纪律，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开创性提出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抓好执政骨
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

——坚持破立并举，不断完善
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2018年 3月 20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我国反腐
败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

3天后，一个具有创制意义的
国家反腐败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正
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
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立足根本、
着眼长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

制度治党全面进入“快车
道”：从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
例，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再到
首部《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条例》，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
党内法规制定修订，形成比较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逐步成
熟定型……

从“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
大刀阔斧，到夯基固本、建章立制
的工笔细画，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
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篇
章。

迎接新的赶考：
“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

2022年1月11日，北京西郊。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面对党内“关键少数”，总书
记语重心长：“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
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不
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
法决不饶恕。”

7天之后，京西宾馆。
党的百年华诞后首次中央纪委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当
前反腐败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以

“四个任重道远”警示全党——
“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

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
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
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
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
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
隐患还任重道远。”

言之切切，洞察深远。
迎接新的赶考，任务更加艰

巨、挑战更加严峻。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

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
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
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全过程。

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
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有停一停、歇
一歇的想法，面对新问题、迎接新
挑战，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

——坚持自我革命，必须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做到“两
个维护”。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极
度腐化堕落的典型，严重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近期热播的电
视专题片《零容忍》中，孙力军案
件暴露出的政治问题触目惊心。

腐败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变质，
腐败问题的背后，往往有政治问
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
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第
三个历史决议对“两个确立”重大
意义的深刻阐述，既是历史经验的
深刻总结，又是开创未来的根本依
靠。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根本要求
是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始终做
到“两个维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雄
辩证明，这是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形成的共同意志，是战胜前进路上

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优势。
——坚持自我革命，必须增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
觉。

2022年第一个月，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就公开发布了7名中管
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刚刚过
去的2021年中，该网站公布的接
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多达25名。

“‘怎么老抓？没完没了。’
只要存在就没完没了，就是要永
远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
铁。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将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打铁
还需自身硬”变成了“打铁必须自
身硬”，一词之变凸显的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坚定信念，更是将自我革
命进行到底的非凡勇气。

迈上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语
气坚定：“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
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

——坚持自我革命，必须站稳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自我革命，犹如拿起手术刀给
自己动手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做到？

无私者，无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

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
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
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人民，是自我革命的勇气之
源、底气所在。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
要得罪十三亿人民。”“我们不能关
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
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
督。”

……
赶考远未结束。新的赶考路

上，既有无限风光，亦有乱云飞
渡。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
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以永远在路上的坚
定执着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航船定能劈波斩浪、一往无
前。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孙少龙、
王琦、高蕾）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十个明确”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述评之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