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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在全党
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之
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组织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简史》 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
给予亲切关怀、作出重要批示，中央
领导同志多次就起草和修改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 （国家档案
局） 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了大
力支持和帮助。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
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守正创新，严格遵守党的三
个历史决议，突出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
忠实记录一百年来党的宣传工作服务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伟大历程和重大
成就，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宣传
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翔实记述党的宣传史上重要
思想、重要方针、重要事件、重要活
动，系统总结党的宣传工作优良传统
和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伟大建党精
神和我们党独特的思想政治优势，是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重
要读物，是学习研究党的宣传史的基
本教材。

该书分上下卷，共 11 章、83 节，
约 49 万字，史料丰富、凝练生动，对
于推动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党史
总结、学习、教育、宣传，从党的百
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刻理
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对于深入把握党的宣传工作历史
发展规律，增强历史主动，满怀信心
向前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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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 22日电 （记者姬烨、卢羽晨、高
萌） 备受关注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22 日晚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举行了第二次带妆彩排。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次彩
排进行了全流程、全要素演练，绚烂焰火于当晚点亮了

“鸟巢”夜空。
目前，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排练、制作和彩排等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开闭幕式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核心表达，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创作原
则，立足于从全世界的角度展望美好未来。

据悉，考虑到气温、防疫等因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
式从时长和结构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开幕式时长约100分
钟。在结构上，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将融为一体。通过融
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努力呈现精彩的
仪式效果，展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

曾执导过北京 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
担，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由于开幕式当天正好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重
要元素在节目中也将有充分体现。

承担冬奥会转播重任的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首席执
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目前已抵达北京，并观看了开幕
式彩排。他说，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与北京2008年夏
奥会开幕式完全不同，但同样令人感动、印象深刻，“相信
这场开幕式你没有任何理由错过”。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行全流程、全要素彩排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行全流程、全要素彩排

牧民家门口的培训班
本报记者 袁 泉

牧民家门口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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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近日通过所谓涉港决议，对香
港的法治、自由和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在香
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今天，欧洲一些政
客依旧昧着良心，对香港抹黑造谣、指手画
脚，再次暴露出他们的狂妄自大、偏狭无知。

长期以来，欧洲一些政客常以高高在上的
“民主教师爷”自居，摆出一副“为香港好”的伪
善模样，实际上是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利益
出发，无视香港的真实情况。这次也不例外。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经济社会的
好转有目共睹，街头“黑暴”“揽炒”退散，
社会重归安宁，法治重拾尊严，普通民众的
权利和自由重新得到保障。香港营商环境明
显改善，经济复苏强劲，2021 年前三季度
GDP增长7%，目前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
港公司数目创纪录地达到 9049 家，在港美企
对香港营商前景的信心比去年大为增强。登
记在特区政府新闻发布系统的本地、海外以
及网上新闻媒体及从业者数量均有增无减。

试问“民主教师爷”们：铁一般的事实，你
们为何视而不见？

日前，在修改完善的选举制度下，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成功举行。两次选举全面落实“爱国者
治港”根本原则，去除“泛政治化”桎梏，
杜绝“港独”“反中”政治秀，回归专业和理性，
实现选贤与能初衷，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篇
章。选后民调显示，超七成香港市民认为新选
制能够反映民意、更好维护香港整体利益。这
么好的局面，却令“民主教师爷”们如芒刺背，
原因非常简单——新选制恰恰阻断了他们指
使反中乱港者渗透祸害香港的路径。

香港越好，欧洲一些政客越着急，这是
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站在香港利益对立面。
他们通过的所谓决议，对欧盟成员国的对华
政策并无任何法律约束力，本质上不过是废
纸一张。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
部势力干预。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可以对中

国颐指气使、恐吓威胁，那是不自量力；如
果还有人妄图通过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那是痴人说梦。中欧合作发展是大势所
趋，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关系到超过2300家欧盟
在港企业和 35 万在港欧盟公民的利益。欧洲
一些政客若沉溺于自我欺骗的政治表演不知
收手，迟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的繁荣稳定源自祖国支持和自身奋
斗，无须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客操心置喙。
敦促欧洲议会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改一改
充当“民主教师爷”的老毛病。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55名牧民在家门口学习并拿到挖掘机培训合
格证，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巴扎乡几那村党
支部书记塔尔巴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在我们村
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几那村是个传统牧业村，地处万里羌塘草原
深处，平均海拔4860米。

2019年，柏油路铺到了村里，家家户户脱了
贫。虽说蓝天白云、牛羊成群，牧民吃穿是不
愁，但后续的增收问题，成了塔尔巴一块心病。

“牧闲时节，多数牧民选择外出务工，可没有一
技之长，收入都不高。”

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58岁的塔尔巴带领
大家伙儿开办过糌粑加工厂、民族服饰作坊等，
对于技术与致富的关系，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让牧民们学点啥技术呢？塔尔巴正在家琢磨

着，西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驻村工作队队长刘风
华一头闯进门，“西藏中华职教社可以提供冬闲
时的挖掘机培训！还能送教上门！”

塔尔巴眼睛一亮，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到拉萨找项目，雇拖车运挖机，寻找培训场

地，安排培训老师的食宿……
前后忙活了 3个多月，去年末，培训班在村

里开了课。
村委会边上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上，两台

通体黄色的挖掘机格外抢眼。挖机培训老师杨旭
东，曾经是一名工程兵，具有20多年的挖机实操
经验。他娴熟地操作着机器，8个基本动作一气
呵成，赢得阵阵掌声。

原本偏远冷清的小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
为了参加培训，村民早早做出了安排，三四个

家庭组成“互助组”，选出
不 参 加 培 训 的 人 负 责 放
牧，其余的就来培训“充
电”、学技术。

“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一天只有100多元；学会开
挖 机 后 ， 收 入 至 少 翻 一

番，甚至更多。”旦增曲珠每次总是最早一个
到，最后一个离开。与老一辈牧民相比，这位20
多岁的小伙子，有一股闯劲儿，不想固守在这片
草原，经常到县城打工。听到村里开培训班，
他甚至放弃了一份优渥的短期工作，从县里跑
回村里学技术。

村委会的办公室，被改成了临时的学习教
室。参加培训的村民被分为2组，一组在学习技
术的时候，另一组就到教室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这点塔尔巴早有考虑，随着村里对外交流
越来越多，语言和技术一样重要。

此次参加培训的共有 62 人，55 人拿到了合
格证，其中还有4名年轻的女学员。为了做好后
续的配套服务，村里正想方设法对接劳务公司，
争取年内就让这次培训见效益。

香港事务不容外部势力干预
■ 王 平

图为演员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一起表演。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图为演员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一起表演。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图为彩排现场。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图为演员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彩排表演中。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图为演员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彩排表演中。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新华社青岛1月22日电（记者王
凯） 记者从青岛市科技局了解到，紧
凑型高分辨率中子照相机日前在青岛
通过专家组评审正式对外发布。

中子照相是利用中子束穿过物体
时在强度上的衰减变化，对被测物体
进行透视成像，从而反映物体内部结
构与材料的空间分布、密度、各种缺
陷等综合信息。

项目研发团队攻克了多项关键技
术，实现了高品质中子源的小型化与
高保真中子成像。研制的紧凑型高分

辨率中子照相机已成功应用于航空航
天、能源装备、电路结构、动力电池
等领域的无损检测。

据了解，该成果由科技部认定的
第三方机构——中科合创 （北京） 科
技成果评价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
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一致认
为，该成果成像质量高，实现了中子
照相智能化，其整体技术和指标均位
居国际领先水平。

1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小学开始放寒假，柳州城中区一家艺术馆
组织爱好书法的小朋友开展送春联活动，营造传统节日气氛，迎接即将到来的
新春佳节。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紧凑型高分辨率中子照相机在青岛发布

据新华社西宁1月23日电（记者
骆晓飞、解统强） 记者从国家电网青
海省电力公司获悉，1 月 23 日，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能源基地21台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的最后 3 台调相
机试运行后转入商业运行，标志着世
界最大规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在
青海建成投运，将直接提升青海新能
源外送能力350万千瓦。

业内专家介绍，调相机被誉为电网
的“稳压器”，在“电网侧”已经大规模应

用，然而“电源侧”应用尚属首次。青海
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资源得天独厚，
新能源发电占比高。针对新能源间歇
性、随机性和波动性的特点，在“电源侧”
安装小型分布式调相机，有助于新能源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此次建成投运的 21台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是世界首个、目
前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
群。投运后，青海省预计年均增发新
能源电量70.2亿千瓦时。

世界最大规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在青海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