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王宾 许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6 日应
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表示
中国政府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
性和连续性，敦促美方同中方一道，秉
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

中美建交 40 多年来，两国关系总
体上保持了稳定向前的发展势头。然
而，过去几年，由于上届美国政府实行
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
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
难。这样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也是国
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关系的
健康稳定举足轻重，对两国人民如此，
对整个世界同样如此。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应以坚持相互尊重为前提。尽管
中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尽相同，
但过去 40 多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求同存异、
优势互补。中美两国应相互尊重各自
选择的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照顾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守不干涉
内政的国际准则，同时妥善管控分歧，
走出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
景国家的和平共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应以加强对话协商为途径。构建
客观理性的相互认知，才能正确对待
彼此、避免误解误判。中国发展的根
本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真诚希望同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
展，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放下意识形
态偏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中美才能
更加深入地理解彼此战略意图，增进
战略互信，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当 前 ，中 美 关 系 正 处 在 关 键 时
刻。历史和事实充分说明，中美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放眼当下，从抗击疫
情、恢复经济，到应对气候变化，中美
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
间。着眼长远，两国理应努力为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
献。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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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张瑞杰 丁鹏

“非常感谢有机会来到伟大的历史
圣地。”

2016年 1月 26日，时任斐济驻华
大使约阿尼·奈法卢拉瞻仰古田会议旧
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在签名本
上留言：“今天我在很短的时间了解到
很多知识，明白了贵国的发展历程，并
且明白了为什么你们成为一个愿意帮
助别国的国家。”

92年前，正是在古田这块红色土地
上，创建之初的人民军队实现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

新春的闽西社下山，白墙青瓦的古
田会议旧址庄重沧桑，参天古树掩映下
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
熠熠生辉。

“古田会议旧址一切设施都按照当
年参加过古田会议老同志的回忆原样
陈列，保留了往昔风貌。”古田会议纪念
馆馆长曾汉辉介绍，会址周边环境大为
改善，并由以前单独一个会址扩大到现
在包括纪念馆、协成店、松荫堂、红军
桥、文昌阁、中兴堂、树槐堂等诸多旧址
在内的古田会议会址群。

走进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正面墙

壁上著名的大型油画《古田会议》栩栩
如生，引人置身于人民军队历史上那个
重要时刻。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艰难
探索。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
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
设的丰富经验，批判了红军党内存在的
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
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曾汉辉说，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
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思
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引着中国
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份四开二版的铅印小报，静静地
挂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室，报头“浪花”
二字依稀可见。

这是人民军队出版的第一份铅印
报纸——1929年 7月 27日，红四军政
治部创办于闽西的《浪花》报。

“作为革命大潮的前浪，人民军队

听党指挥的红色基因从那时起就深深
融入血脉。”即将毕业的军校学员孙洪
彪伫立在《浪花》报前，愈加坚定了奔赴
边疆基层部队的信念。

2019年八一建军节，大型史诗电
影《古田军号》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
1929年古田会议前后红军在艰难曲折
中探索真理的革命历程。

“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传播红色文
化，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曾汉辉说。他
们建立了网上古田会议纪念馆，出版了
定期刊物《古田军号》，并编辑出版了
《党建之魂》《军魂》《古田会议专题研
究》《见证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文献资
料》《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等40多部
党史书籍，呈现原始的档案文献资料、
革命回忆录、口述资料等，努力为古田
红色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奠定史料基础
与理论支撑。

从1974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古
田会议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4000多万
人次。

“近年来，来到这里接受红色教育
的人数不断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很多

在华访问和学习的外国军官也来到古
田会议旧址，了解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
伟大实践，汲取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养
分。”曾汉辉说。

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在古田召开。

85年前，人民军队从这里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85年后，新时代政治建军
方略引领全军重整行装再出发。两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跨越时空、承
载厚重，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个根本问题
上作出历史性贡献。

92年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融入
我军血脉，成为须臾不可动摇的建军之
本、强军之魂，确保了人民军队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
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
对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制度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古田会议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以及会议凝结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创
造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也是我们党
在第二个百年征程续写新的时代华章
的‘制胜法宝’。”陆军步兵学院政治工
作教研室主任郑红军说。

（新华社福州电）

淬 火 成 钢 铸 军 魂
——走进古田会议旧址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安蓓）记者7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为保障春节期间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指导各
地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并鼓励未达到启动条件的地方
根据实际情况向困难群众发放节日补

助或临时生活补助。
据了解，广东省汕头市、东莞市、肇

庆市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 9400 多万
元，惠及近 28万人；深圳市向低保对
象、低保边缘人员和特困人员每人发放
1500至 3000元节日补助，金额达400
多万元。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泉州
市以现金或实物方式，向困难群众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节日慰问金，金额达
5500万元，惠及近18万人。

此外，黑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
吉林省、辽宁省、青海省、陕西省、山西
省、江西省等地方均已向困难群众发放
一次性补助、补贴或救助金等。

根据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是

在正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等
基础上，额外发放的一项补贴，主要用于
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
响。2020年以来，全国共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310亿元，惠及5.2亿人次。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指导各地密切关注价格形势，及时启动联
动机制，积极助力保障基本民生。

各地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保障春节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
刘夏村）记者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通知，出台《危险
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
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要
求有关企业完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安全风险管控制度，明确重大危险
源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
责人，从总体管理、技术管理、操作管
理三个层面对重大危险源实行安全包
保。

“制定《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压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和强化
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有效
遏制重特大事故。”应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重大危险源能量集中，一旦
发生事故破坏力强，易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大。从事
故情况看，2011年以来全国化工企业
共发生12起重特大事故，全部发生在

重大危险源企业；从体量分布看，全国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点多面广，安
全风险管控任务重、压力大。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推动《办法》
落地实施，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
是做好宣传培训。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和有关中央企业应当采取培训讲座、
专题学习等多种形式，为《办法》落地
实施打好基础。二是纳入三年行动重
点任务借势推动。2021年是危险化
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攻坚
年，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企业应
当将《办法》的落实纳入本单位三年行
动重点任务。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将《办法》落实情
况纳入监督检查范畴，在日常检查以
及每年两次的“消地协作”检查中，严
格查处重大危险源事故隐患和突出问
题，倒查企业安全包保责任制的落实
情况。

落实到人！
危化企业要对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

新春走基层

2月7日，河北省邢台市第三中学附属小学的老师通过网络教授学生剪纸。河北
省邢台市第三中学附属小学开展“云端剪纸迎新春”活动，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教授学
生剪纸、刻纸，丰富寒假生活，让学生了解传统节俗，迎接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

云端剪纸迎新春

2月 7日，茶农在海
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五
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的
有机茶园采茶（无人机
照片）。近日，海南省白
沙黎族自治县五里路茶
叶专业合作社的有机茶
园迎来春茶采摘期，茶
农抢抓农时采摘茶叶，
供应市场。

新华社记者 杨冠
宇 摄

早春
采茶忙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
熊丰）连日来，各地陆续出现低温极寒
天气。在万里铁道线上，全国铁路公
安机关组织广大铁路民警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战风雪，斗严寒，坚
守岗位保安全，护稳定，暖民心。

2 月 3 日中午，辽宁丹东飘起雪
花。在沈丹铁路185公里附近，57岁
的丹东铁路公安处凤凰城站派出所民
警桑国枢正认真检查着线路安全。

像老桑一样，还有许多民警迎风
斗雪，不畏严寒，守护着铁路大动脉的
安全与畅通。

1月 23日，位于克塔铁路线上的
铁厂沟站，狂风夹杂着雪花，奎屯铁路
公安处铁厂沟站派出所民警迎着风雪
查看线路隐患。

2月1日7点，齐齐哈尔铁路公安
处漠河站派出所民警王世峰早早起来
巡查。外面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派出
所的大门也被雪堵了有 30 厘米厚。
这一天，漠河县气温降到了零下49.7
摄氏度。为了不让雪灌进鞋里，王世
峰在袜子上套上了一个厚塑料袋。
铁路周边都是雪，白白的世界里，唯
独他的脚印和两条钢轨一起向远方

延伸。
2月3日17时，牡丹江铁路公安处

牡丹江站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求助后，
立即调取站区监控视频，半小时后，就
将准备乘坐火车离家出走的张先生12
岁的女儿找到。此时，没有携带现金
和手机的小张冻得脸庞通红，眉毛上
挂着厚厚的冰霜。

在寒冷的天气里，广大铁路民警
立足岗位，热情服务，排忧解难，温暖
着一名又一名旅客。1月 7日，包头
铁路公安处民警在萨拉齐站广场，发
现衣着单薄的刘先生拄着双拐，赶忙
扶他进入车站，护送至列车上，民警
刘青源还将自己的棉手套送给了刘
先生。

铁路民警还用真心和热情温暖着
沿线的群众。1月 15日，锡林浩特铁
路公安处哲里木站派出所民警踩着厚
厚的积雪，带着面粉、牛奶、鸡蛋等，来
到通辽市科尔沁区河西镇困难群众老
季家中慰问帮扶。2月4日，佳木斯铁
路公安处双鸭山站派出所所长仲昭琪
自己购买两桶豆油和口罩、酒精等防
疫物资，带着民警来到一户困难群众
家中慰问。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战风雪斗严寒保安全保畅通

□新华社记者 王宁 李亭

临近春节，65岁的退休油田工人殷
连山再次走上了社区志愿者岗位，参与
社区疫情防控。“这次重新上岗是因为
有了新任务。”殷连山说。

去年，为应对突发的疫情，殷连山
喊上几个老伙计，自发组建了一支“初
心”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20多名队
员全部是退役军人，尽管平均年龄接近
70岁，却在疫情防控中不退缩、不马虎，
赢得了社区邻里的称赞。

殷连山所在的天津市滨海新区海
滨街道地处津冀交界，辖区坐落着大港
油田等四家大型企业，地理位置特殊，
面积大，人口多。

“海滨街道的居民大多数是大港油
田的职工和家属，而油田横跨津冀两
地，在河北沧州有好几个采油作业区，
每天有上万名工人穿梭津冀两地。”天
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道防疫办公室副
主任刘滨江说，海滨街道属涉农街道，
跨省流动依规应按“返乡”重点防控。
为保障油田生产，海滨街道携手企业、
居民共筑防线，企业定期检测，社区及
时备案，既确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又
不影响企业正常运行。

这样一来，社区的防控压力更重
了。殷连山所在的奉献社区有5800多
人，其中跨省通勤人员近千名。天津市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奉献社区党支部书
记姜燕介绍，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有人
每天往返，有人三天一班，有人一周才
回来一次。社区对跨省通勤员工进行
分类登记，精准监测，避免疏忽遗漏。

采访中，恰逢几位下班回来的油田
职工主动到社区报备。“我们油田人有
军人的传统，每次看到在社区里忙碌的

‘初心’志愿者们，心里就踏实。”一位油
田工人说。

殷连山告诉记者，他主动当起志愿
者，除了因为自己是党员，另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闲不住。“特别是从老城搬到
新城后，看着周围环境一天比一天美，
也想为家园建设出点力！”他说。

殷连山口中的老城和新城，背后是
多年来大港油田与海滨街道的发展故
事。

20世纪60年代，大港油田第一代
拓荒者在一片盐碱滩上开启了奋斗之
路。为解决广大群众日益强烈的便民

需求，2000年，海滨街道成立，逐步担
负起油田地区的社会职能，近年来又几
经整合形成了现在全新的海滨街道。

指着社区前面的主干道，殷连山
说：“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就像眼前的这
条‘幸福路’，不经意间，越走越宽，越看
越美！”

“以前的‘幸福路’是条小路，夹在
老城区中间，两边是住宅和厂区，没有
人行道。”殷连山回忆道，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在油田扎根，城区开始扩张，不起
眼的“幸福路”也逐渐拓宽、延长，形成
了一条长10多公里的核心干道，自东
向西横穿整个海滨街，把油田、老城、新
城连在一起，也串起了当地百姓的幸福
生活。

行驶在“幸福路”上，海滨街道的全
貌尽收眼底，从老城区低矮密集的住
宅，到油区“低头”忙碌的采油机，再到
港西新城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宛若一
幅画卷在道路两侧徐徐铺开。

“过去工作区和生活区混在一起，
环境不好，风沙很大。现在天蓝了，水
清了，出了家门不远处就是湿地，各种

我叫不上名字的鸟也越来越多。”殷连
山说。

伴随环境改善的还有社区治理变
化。殷连山说，以前工作和生活都归企
业管，如今，企业不再“办社会”，相关职
能也移交到了地方政府。“刚移交的时
候有过担心，害怕没保障、有落差，过来
之后才发现真是多虑了，特别是疫情防
控期间，真正感受到了社区的贴心服
务。”

“马上就到春节了，除了过平安年，
还要过暖心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
街道工委书记赵金生说，今年留在海滨
街道过年的人比往年都多，对社区治理
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之前街道每
年都有一场大联欢，街道、社区、油田企
业共同参与，今年因特殊情况搬到了线
上。

记者来到海滨街道办事处时，由街
道职工参演的抗疫情景剧正在加紧排
练。“为了保证人员不聚集，节目线下一
个个录，然后线上一起播，献给春节期
间坚守岗位的奋斗者们。”赵金生说。

结束采访时，夕阳的余晖沿着幸福
路从海滨街道的新城洒向老城，“生活
越来越好，日子也更加有奔头！”殷连山
与记者挥手告别，信心满满。

（新华社天津2月7日电）

老油田与新街道的“幸福路”

■上接第1版
加强节日战备值班，守卫好国家安

全和人民幸福安宁
习主席在视察时表示，春节期间，

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守卫好国家
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

临近春节，南部战区空军多支航空
兵、地导任务分队仍然战斗在最前沿、第

一线。官兵们表示，要把学习讲话焕发
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
的实际行动，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
斗姿态，时刻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正在某海岛担负驻训任务的东部
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分队官兵表示，要在
高山海岛中磨练军人意志品质，坚决完
成各项空情保障任务，永远做保卫祖

国、守卫人民的蓝色天网。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第79

集团军某旅、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火
箭军某导弹旅、海军某潜艇部队官兵表
示，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为人民站岗，为祖
国守岁，守卫好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

春运工作启动以来，武警辽宁总队
沈阳支队执勤十一中队官兵一直担负

沈阳火车站的联勤武装巡逻执勤任
务。中队长李健表示，春节期间，中队
官兵将坚守执勤战位，认真履行职责，
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人民
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参与采写：康斯 孔运河 刘晓
帅 李杰 邹新江 吉建成）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牢记统帅关爱重托 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