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19年8月19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红卫 美编：王凤龙A09 综合

■■■■■ ■■■■■ ■■■■■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法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
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文稿 85 篇。该书法文版和
此前出版的英文版，对于国外读者
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
富内涵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
重要意义。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文版出版发行

“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
那吱吱唱歌的水磨……”一个个村
落，承载着中国人绵长的情思乡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大拆
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新农
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
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
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
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在有关部门、各级政府积极响应
和高度重视、扶持下，近几年，我国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
著；不仅留住了“美丽乡愁”，更激发
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苍洱毓秀”：
“古”味延绵 新韵悠悠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家乡
“山”“海”间的万种风情写在了自家
小院外墙上。

李德昌的家乡在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青瓦
白墙的村子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是
一个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

李德昌家的小院宽敞明亮，绿意
盎然，体现了坊、阁、照壁相结合的白
族传统建筑风格。“这个院子是我在
1997年盖起来的。”李德昌说。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
南考察工作时，走进了李德昌家中。
看着李德昌家雕梁画栋的房子，干净

整洁的院落，生机勃勃的植物，总书
记十分高兴，他说：“这里环境整洁，
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
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总书记的一番话，让我们更清
楚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李德昌
说，“不但洱海要保护好，传统白族民
居的风貌也不能丢。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无论缺了哪个都不行。”

几年来，古生村按照“保护古建、
引导在建、规范未建、改造老建、打击
违建”的工作思路，实施建筑民居风
格整治，保持青瓦白墙、斜屋顶、淡墨
画的白族民居风格。

记者了解，村内完成了“三线入
地”工程，主要道路硬化、拓宽，对7
户有较重历史和民族文化底蕴的白
族民居古院落进行挂牌保护，对凤鸣
桥、古戏台等文物古迹实施修旧如
旧，提升修缮。

今日古生村，天空更“干净”，湖
水更清澈，环境更整洁……

“拯救老屋”：
激活村落 重焕生机

湘南大山深处，蓝山县祠堂圩镇
虎溪村。这个唐宋年间就有烟火的
千年古村，2016年入选第四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在上级文物部门资金
支持下，虎溪村按照“修旧如旧”原
则，对古戏台、古建院落等近3000平

方米区域实施文物本体修复；通过更
换楼板、瓦片、栏杆，修复马头墙、屏
风、门窗等部件，古村重焕生机。同
时，还成立纪念馆，陈列1934年红六
军团长征过境虎溪时的珍贵文物。

2016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传统村
落保护公益项目——“拯救老屋行
动”在各地推进。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
潭村。几年前，原户籍人口1400多
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200人，部分
老宅年久失修，只剩残垣断壁；村里
原有120多栋明清建筑，多栋被拆除。

2017年5月，在政府支持下，龙
潭村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村。

“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
点，我们聘请老工匠艺人，采取传统
工艺进行修复。”驻村第一书记夏兴
勇介绍，他们还创新推出“认租15
年”运作机制，以吸引社会资金修缮
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订15
年合同，15年内每年每平方米只收3
元钱租金。”夏兴勇说，目前，龙潭村
有32栋古民居采取这种做法，吸引
了国内外100多人前来承租修缮古
民居，长期定居。

一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
后，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
起了新兴业态。江西人曾伟第一眼
见到龙潭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在
村里租下一幢100多年历史的老房

子，改造成以读书为主题的“自用+
分享”生活空间。

记者了解，“拯救老屋行动”采取
政府委托，社会组织运作、监督、管理
的项目实施办法，吸引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各地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文
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机制，吸引了农
民回村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了非遗项
目活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改善，有效激
发了传统村落的活力，为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乡村“网红”：
魅力倍增 助力振兴

拯救、保护、利用，让古村落平添
“新资源”。

一幢幢夯土实木的民居古朴静
美，一曲曲四平戏曲悠扬悦耳……这
是记者走进龙潭村感受到的。

“我们不仅注重保护好古村外
观，同时在内涵的深挖上下功夫，让
村子真正‘活’起来。”夏兴勇说。

龙潭村一直保留着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四平戏，为了“活化”
这一珍贵文化遗产，龙潭村建起了四
平戏博物馆，戏班子重新开班；为传
承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这一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村里也建起博物馆。

短短几年，龙潭村古厝修复一
新，设施齐全；常住人口恢复至600
人左右；公益画室、美术馆、四平戏博
物馆、黄酒博物馆、咖啡屋、图书馆的

出现，让过去无人问津的破旧古村
落，变身旅游“网红村”。

“节假日游客爆满，周末一房难
求，农家菜馆门口经常排起长龙，农
副产品卖得红红火火。”龙潭村党支
部书记陈孝镇开心地介绍。

据了解，2014年以来，国家文物
局选取了27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
的中国传统村落，开展整体保护利用
工作。2018年评估结果显示，51处
传统村落文物保护项目完工率达
84%，有效确保了文物安全，并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

“一半受保护村落的收入高于所
在县平均水平，70%村落的旅游收入
实现近40%的增长。”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宋新潮说。

今年暑假，从杭州到大理旅游的
周冬梅女士一家3口，为了在古生村
村民何利成家的民宿住上一晚，退订
了昆明的酒店。

“我们被古生村的美景和美食迷
住了。”周冬梅笑着说。

“苍洱毓秀”的主人李德昌也辟
出空间，陈列和销售下关沱茶、鹤庆
银器等当地名产。“每天来的游客络
绎不绝。”李德昌欣喜地说。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文物局等6部门公布了第5批2666
个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传统村落总
数已达6819个。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留住乡愁 绽放新颜
——传统村落保护激发乡村活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
远征。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
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实现了
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
转折。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自此，一
条熠熠生辉的红飘带，永恒地铭刻在
神州大地，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必将跨
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一个个“娄
山关”“腊子口”，向时代交出一份圆满
答卷。

信仰之路：
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信仰的力量能有多强大？
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

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
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
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对于红军身后留下的一长串数
字，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
《三大洲》一书中称赞：“这是本世纪最
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坚韧不
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从江

西于都出发，次年10月到达陕北，历
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部队出发时
8万多人，抵达陕北时仅余六七千人。

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南下湘中
开始，历时11个月，行军16000余里，
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1936年 10
月到达陕甘苏区。

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强渡嘉陵
江西进开始，历时1年7个月，行程近
万里，于1936年10月同红一方面军
在甘肃会宁会师。

红二十五军，在同党中央失去联
系的情况下孤军远征，行程近万里，先
期达到陕北后巩固了根据地，主动接
济随后到来的中央红军，毛泽东称赞

“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信仰的力量，好似葵花向阳，让红

军战士克服千难万险，也要到达胜利
的彼岸。

君不见，巍巍雪山之上，无数战士
手脚并用，逆风而行。有人倒下、有人
昏迷，甚至有战士牺牲前，还不忘留下
自己的党费。

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
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动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
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

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正是理
想之光，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向前。

长征，是一次思想交锋的万里征
程。除了面对追兵阻敌和恶劣的自然
环境，红军还面临同党内错误思想的
激烈斗争。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路线的错
误，中央红军在血战湘江中损失过半，
由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追兵还
不断地包抄过来，出路到底在哪里？

历史在此刻把聚光灯投向遵义。
80余年前，在位于遵义市子尹路

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里，一场“挽
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的会议在此召开。

持续3天的会议，几乎每天都开到
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批评与自
我批评之中，诸多问题得以解决——

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红军失败的教训。

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
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

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
军事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后，北上途中的历次决
议：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
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都不断让党
走向成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擎起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促成全民族
的觉醒与团结。

长征，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百炼成钢，从这里走来，为中华民
族救亡图存发出了历史先声。

漫漫长征路，一次次警醒共产党
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
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
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
9000余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今
日中国的中流砥柱，在80多年前的长
征结束时，就有了“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的磅礴伟力。

初心之路：
勿忘人民的真理实践

长征，一次检验真理、唤醒民众的
伟大远征。

紧紧依靠群众，为人民谋幸福，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长征
路上红军奉行的不二守则。

献身干革命，毁家纾国难。正因
为此，无数劳苦大众前赴后继，不断壮
大红军队伍。

长征途中，红军普通士兵年龄不
到20岁，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
25岁。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为什么能“不惜身死救天下”？“理想信
念高于天”的力量又来源于哪？

答案，在无数革命先烈的故事
中——

出生于陕北农村的刘志丹自幼目
睹家乡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萌发了
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1925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组织的安
排下，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组织起义暴
动，成为了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
的重要创建者之一。陕北最终成为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革命，往往伴随着牺牲。1936年
4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于东征路上，年
仅33岁。毛泽东闻此噩耗，为他题词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
今叫他青天。”如今的谢子长故居门
前，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作为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
之一，谢子长有着鲜明的为民情怀。”
谢子长后人、陕西省委巡视组组长谢
京帅对记者说，因为为民请命、爱民如
子，他在陕北被称为“谢青天”。

革命英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
他们身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情
怀，激发出气壮山河的力量，锻造了铁
流般的队伍。

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
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参加长征
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中有2.6万闽西
儿女，而到达陕北时仅存2000多人。

湘江战役中，6000名闽西子弟组
成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后卫任
务，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
被敌人截断，几乎全军覆灭。

师长陈树湘鏖战到弹尽粮绝，因
腹部中弹不幸被捕。宁死不屈的陈树
湘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扯
断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兑现了他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铮铮誓言。

这正是红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
拥戴的原因——

红军就是工农队伍，为了人民利
益而战。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长征途中，红军曾经过十多个少
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因为尊重少
数民族习惯，真诚帮助穷苦百姓，当地
群众盛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在宁夏西吉县回民聚集的单家集
村，一块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
锦匾格外引人注目。

长征期间，红二十五军初到单家
集时，颁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
深得回族群众支持。之后中央红军来
时，马上受到热烈欢迎，“这家抢，那家
迎，又烧炕又做饭。”

以真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还以
真心。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缠绵
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树梧桐叶落
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武
阳桥畔，《十送红军》所反映出的军民
鱼水情，至今还在为人所津津乐道。

红军长征经过禄劝县，除了在皎
平渡参与渡江的37名船工外，给红
军带过路和帮助过红军的当地群众，
史料中明确记载有姓名的就有135
人……

军民一心、生死与共，是红军取得
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
党发展壮大的根本所系。

奋斗之路：
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长征，锻造了共产党人坚忍不拔
的精神意志，书写下中国革命的不朽
传奇。而这座历史丰碑，也指引着一
代代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如今，长征播撒下的种子悄悄发
芽，在红军走过的地方茁壮成长。

——他们不忘初心，追忆峥嵘岁
月，传承红色基因。

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的观寿公
祠前，“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
里处”石碑，似乎在诉说那段不平凡的

岁月。
56岁的钟鸣是中复村的红军烈

士后代。30年前，钟鸣就利用业余时
间收集红色史料、学习革命历史，进行
义务讲解。

后来，他的儿子也回到家乡做起
红色讲解员。父子俩希望，通过口耳
相传，让这里的红色精神永远传承。

如今，长征路上许多地标都活跃
着“红色讲解员”。正因为他们，长征
故事显得更加生动感人、深入人心。

回望历史，为了更好前行。
在湖北省石首市，三棵葱翠的“红

军树”一字排开，矗立在桃花山红军树
革命烈士纪念园。67岁的守树人刘
克树，已看护这棵“红军树”31年。

他的父亲刘道明是原桃花山苏维
埃政府主席。“父亲与红军树的感情很
深，多年来一直给人讲红军故事。”

时光荏苒，初心不变。父亲去世
后，刘克树辞去工作，接替父亲守护

“红军树”。“我守的不仅仅是树，更是
石首儿女的红色精神家园。”

——他们牢记使命，弘扬长征精
神，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一不能忘本，二不能吃老本。”谢
京帅说，不忘本，就是坚守初心，为人
民谋幸福；不吃老本，就是不能故步自
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0余载斗转星移，硝烟散尽处赞
歌仍在。“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
去办公……”一曲兴国山歌传唱80多
年，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也传承至今。

作为“十三五”贫困村，江西省于
都县仙下乡龙溪村，大部分房屋都在
半山腰和坑沟里。这里的坡陡、路窄、
弯急。100多个贫困户散落在山里，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2017年，乡党委副书记袁勇锋主
动请缨，担任该村第一书记。几年来，
他把龙溪村当成了家乡，把贫困户当
成了家人。通过架桥修路，发展蓝莓、
生姜、高山蔬菜等扶贫产业，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长征路上，新变化、新气象不断
涌现。

记者再走长征路发现，红土地上
建起一个个合作社、生态园、养殖厂。
老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欢声笑语，回荡
在农村城镇中那些革命古迹周围。

80余载，长征这条永不褪色的红
色飘带，气贯长虹，串联起风起云涌的
时代变迁。80余载，长征这一薪火相
传的精神旗帜，历久弥新，激励着中华
儿女一往无前。

穿越战争烽火，迎来沧桑巨变，走
过峥嵘岁月，迈向崭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新华全媒头条·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永远的红飘带
——从革命长征路到发展新征程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承运来华快递涉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新华社福州8月18日电（记者韩洁 王成）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18日通报，该局近
期接到报警，福建某运动用品公司收到由美国联
邦快递公司承运的一美国客户寄出的快递包裹，
内有枪支。目前，福州警方已将枪支暂扣，并开展
立案调查。

中国抗击美式霸凌的世界意义
近期，美方罔顾中美元首大阪共识，宣称要对

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此后虽迫于国内经
济压力删减或推迟对部分商品加税，但美方一些
人出尔反尔、不断施压致使经贸摩擦升级的做法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去年7月以来，美方一些人公然违背贸易契约
精神和国际规则，丝毫不顾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
秩序的冲击，单方面挑起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
经贸摩擦，妄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接受其无
理要求，其霸凌气焰之嚣张，令世人震惊愤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方以两国共同利
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为重，始终秉持对贸易战不
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并奉陪到底的态度，
为捍卫自身发展权益与核心利益进行了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体现出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抗击贸
易战的定力耐力，和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中国抗击美国贸易霸凌牵动世界人心。一方
面，经贸摩擦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
关乎所有国际成员发展利益，不可不察；另一方
面，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方一些人挑起对华经
贸摩擦，其实质是一个霸权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
家正当发展权的野蛮打压。中国捍卫自身正当权
益的同时，也是在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
贸易体制，为公正有序的全球发展环境而抗争。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众多发展中
国家积极参与其中，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快速
发展，不仅丰富了全球要素资源，降低了生产成
本，拓展了全球投资机遇，同时不断增加的中产群
体及其消费能力，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毫无疑问，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其在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过程中，享受着经
济全球化带来的制度福利，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
不断提升、巩固其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企业更是
依托金融和技术优势，牢牢占据价值链高端和高
附加值环节，坐享着超额收益。

然而，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广大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
了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又反
过来推动国际秩序和分工体系朝着更加均衡的方
向演进。而这，是美国一些顽固的霸权主义者所
不愿意看到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过去40
多年里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仅培育了完备的工
业体系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通过扩大进口
与对外投资，与全球共享中国机遇，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与世界构建共赢格局。这种合作新范式，
正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均衡合理互利的利益分配格
局，为遭遇逆风的经济全球化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面对变局，美方一些人却固守其霸权逻辑和
冷战思维，认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在全球产业链
上的跃升，将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其有利的中
心外围式国际分工，危及其全球价值链的顶层地
位。他们不遗余力地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极限
施压”，其真实的战略动机在于剥夺中国的自主发
展权，逆转中国的发展态势，使其永远居于全球产
业价值链的较低层面，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

因此，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经贸摩擦，
其根源在于美方一些人死守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
分工和利益分配体系，企图运用金融、贸易、政治
和军事等手段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
以巩固其霸权地位。

此时的中国不只为一己而战。中国顶住美国
贸易霸凌压力，坚决捍卫合法权益，对于构建更加
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捍卫发展中国家的自
主发展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所说，发展是发展中
国家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放
弃这项权利，中国致力于自身建设，“美国应尊重
中国发展的权利”。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
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是经
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试图以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人为隔断业已高度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已无
可能，一味打压遏制与独占只会适得其反。尊重
并接纳发展中成员更高层次的发展权诉求，以建
设性态度合作规划完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共同
做大全球发展的蛋糕，才是美国的理性选择。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叶书宏）

新华时评

8月17日，在南京江北新区国际健康城，无
人配送车在送货途中自主决策躲避障碍。

当天苏宁物流正式启用这款5G无人配送
车，为智慧零售的“最后一公里”升级。 新华社发

5G无人配送车助力
智慧零售升级“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