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舍里成立新民学会

1917年， 蔡和森赴长沙
求学，举家寓居于此。出于共
同的志向，蔡和森、毛泽东、
萧子升等人慢慢聚到了一
起。

他们都是湖南第一师范
教授杨昌济的学生， 受其影
响， 接触到新文化运动民主
之风，并形成“奋斗、向上的
人生观”，决心探求国家民族
的兴盛之道。 蔡和森租住的
这间房子， 成为大家聚会的
场所。

毛泽东认为， 要彻底改
造一个社会， 一定要有许多
志同道合的人， 结成一个强
有力的团体才行。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
风和日丽， 微风清拂湘江的
绿波和江岸的青草，毛泽东、
萧子升等一批年轻人走进蔡
和森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取义于《礼记》
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于至善。”经过争
辩，确立“革新学术，砥砺品
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学会会员渴望从西方
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近
40%的会员曾前往法国、新
加坡等国勤工俭学，蔡和森
等会员开始接触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等人则留
在国内，响应五四运动，开展
“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
运动，出版《湘江评论》等进
步刊物。

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先声”

在法勤工俭学期间，蔡
和森接连给在国内的毛泽东
写了11封长信，其中，1920年
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
下了第一封讨论关于他的建
党主张的信。

在信中， 蔡和森非常重
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从理
论上、 从认识论的分析入手
探讨了“共产党的哲学依据”
———唯物史观， 强调必须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 蔡和森在
信中也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
主要办法和步骤。

对此，毛泽东热情回复：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
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旧址陈列室内，3本长
约22厘米、宽约14厘米的《新
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静静地
躺在玻璃橱窗里， 蔡和森建
党主张的信就收藏在其中，
发黄的页面， 显示着这部重
要历史文献的厚重和特别。
“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也由此
而来。

1920年10月， 长沙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 在新民学会
的基础上诞生了。1921年1
月， 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
学会新年会议， 讨论决定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
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
产主义” 为达到共同目的的
方法， 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
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
理想的道路。两个月后，新民
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然停止活动。

长沙地方文化学者顾庆
丰说， 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做出了思想理论的
探索和干部队伍的准备，对
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
被誉为“建党先声”。

时代在变，但精神永续。
近年来， 新民学会旧址依托
爱国教育基地大力开展活
动，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
道德建设， 充分发挥爱教基
地的作用， 年参观人数达到
10余万人次。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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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

办好冬奥盛会，而且要办出独一无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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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河北考察，主持召开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全过程，全力做好
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习近平向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向所有参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的建设者、管理
者和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汇报会。

1月18日至19日， 习近平分
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
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河
北省委书记王东峰陪同下， 冒着
严寒先后来到海淀、延庆、张家口
等地，深入体育场馆、训练基地、
交通枢纽等，实地了解北京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情况。

18日上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首都体育馆，
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整体情况、参赛备战和群众性冰
雪运动开展情况介绍，对各项筹办
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

首都体育馆是国内第一座人
工室内冰场， 经过改扩建已具备
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

训练条件。 习近平走到训练场
边，察看场馆改造情况，同国家
花样滑冰队和短道速滑队运
动员、 教练员代表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 体育强国的基础
在于群众体育。 要通过举办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
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缺项、
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
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
强雪弱”的问题，推动新时代体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运动员要
加强技术创新， 学习借鉴国外
先进理念和技术， 不断提高训
练和比赛水平。

1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
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考察调研。习近平强调，要突出绿色
办奥理念，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
自然景观和谐相融。

在竞技结束区， 习近平观看了
中心防护网安装、雪道巡查、运动员
救援等赛场保障工作演示和高山滑
雪竞技比赛训练情况。随后，习近平
前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习近平强
调， 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
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为广大冰雪运动员创
造了难得的人生机遇。当前，我国疫
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还很大，
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严格
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优化全过
程闭环管理流程，确保安全。

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的问题

20日上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

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是我国“十四五”初期
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5年来，
在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挥
下，冬奥组委具体组织，各方面通
力合作，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要精益求精
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结合新形势，
对各项工作重新进行规划调整，
切实把筹办工作的重点放在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组织好赛事上
来。要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
赛要求，全面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精心做好赛事组织、赛会服务、科
技应用、 文化活动等各项筹办工
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筹办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要围绕如期办赛目标， 全面梳理
并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一是
做好场馆建设和管理， 按照标准
完善场地和设施设备， 按期完成
非竞赛场馆建设， 同步推进各类
配套设施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有
针对性地增加各类场馆中必要的
疫情检测、隔离、应急处置设施，
做好场馆运行管理工作， 抓好赛
前各种测试活动。 二是做好赛时
运行工作， 建立高效有力的赛时
运行指挥体系，提升跨区域、跨领
域的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确保赛时运行安全高效。 三是推
进赛会服务保障， 按照“三个赛
区、一个标准”的原则，全面做好
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各
项赛会服务保障工作。 四是加强

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沟
通合作，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加强演练，做好保障。五是
提升冰雪运动发展水平， 加强政
策引导和扶持， 鼓励更多的青少
年参与冰雪运动， 带动更多群众
走向冰场、走进雪场。六是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 努力在交通、环
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
多成果。

习近平指出， 冬奥会工作领
导小组要加强统筹调度， 及时研
究解决筹办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各成员单位要履行职责，高质
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北京冬奥
组委要更好履行职责， 严格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预算管理，控
制办奥成本， 勤俭节约、 杜绝腐
败，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像冰
雪一样纯洁干净。 ■据新华社

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面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新民学会：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声”

京张高铁太子城站位于张家
口赛区核心区内，是世界上首个直
通奥运赛场的高铁站，已于一年前
正式运营。19日， 习近平乘火车沿
京张高铁抵达太子城站，走进车站
运动员服务大厅，结合沙盘了解京
张高铁及太子城站建设精品工程、
服务保障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有
关情况。习近平强调，京张高铁承
担着联通三大赛区的重任，要抓紧
开展运营服务、技术保障、安全保
障等测试，及时发现不足、堵塞漏
洞，提高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和服
务水平，为冬奥会期间安全高效运
行积累经验、做好充分准备。

离开太子城站， 习近平来到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考察调研。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第一个
以跳台滑雪为主要用途的体育
场馆， 主体建筑设计灵感来自
中国传统饰物“如意”。习近平
指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
馆改造建设融入了很多中国元
素，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
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
而且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
出独一无二来。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看
台， 习近平观看了冬季两项越
野滑雪和射击运动员接力训练
情况， 并看望慰问国家冬季两
项、跳台滑雪队运动员、教练员

和张家口赛区运行保障团队、 建设
者代表。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
这次来考察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筹办情况， 也是在牛年春节前来看
望大家。 大家都在为办好一届成功
的冬奥盛会而努力， 运动员在刻苦
训练，建设单位和建设者、保障团队
兢兢业业， 成功打造了一批世界一
流的精品工程，大家的奋斗精神、奉
献精神令人感奋。习近平强调，北京
冬奥会、 冬残奥会所有场馆建设提
前一年完成， 我国很多冰雪项目在
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 有的
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充分体
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 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办出独一无二来

穿过车水马
龙的橘子洲大桥，
车子转过几个弯
便来到周家巷，巷
口牌楼上写着蔡

畅的题词：“新民学会建党先声， 毛蔡寄庐流芳千
古。”新民学会旧址（暨蔡和森故居）就坐落于此。

历史在此交错。100多年前，毛泽东、蔡和森、萧
子升等人在此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从成立到1921
年学会活动终止，新民学会在传承湖湘文化、传播
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人才等方
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中国五四运动
时期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