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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国
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
拜登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人民春节快乐、繁荣发展。

习近平再次祝贺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并祝中美两国人民
新春愉快、牛年吉祥。

习近平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
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虽然期间也经历了不少
曲折和困难，但总体不断向前，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造福
了两国人民，也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
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
一场灾难。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推动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你说
过，美国最大的特点是可能性。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朝着有
利于两国关系改善的方向发展。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
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
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复
苏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会有不同看法，关键是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两国外
交部门可就双边关系中的广泛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沟通，两国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也可以多开展一
些接触。中美双方应该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
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要分清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

控；哪些有合作意义，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台湾、涉港、涉
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
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
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中美作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特殊国际责任和义务。
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拜登表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
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
重的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
解误判。

两国元首都认为，今天的通话将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
双方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天，农历除夕。津静市域（郊）
铁路首开段在国际医学城站正式开
工建设。
首开站点国际医学城站的施工现

场，已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近百名
建设者放弃休息，在这里坚守一线。
15000平方米的场地内，2台旋挖钻
机缓缓运转起来，开始高架桥桩基施
工。钢筋加工区内，工人们正忙着绑
扎、焊接钢筋。4台渣土车、1台吊车也
静候一旁，随时“待命”。

津静市域（郊）铁路由天津轨道
交通集团所属天津铁路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
首开段南起国际医学城站，途经团
泊新城和精武镇，最终与地铁5号线
实现换乘。途经静海和西青两个行
政区，主要沿团泊大道和荣华道路
中敷设，线路全长约13.4公里，设国
际医学城站、团泊西站、精武镇站三
个车站，初、近期设计时速为120公
里。预计 2024 年通车试运营，建成
后，将实现精武镇到静海区10分钟
以内通达。
“作为《天津市市域(郊)铁路专项

规划(2019—2035年)》中首个开工项
目，津静市域（郊）铁路项目除夕开
工，表明了工程项目建设一天也不能
耽误的决心和信心。”中交（天津）轨
道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刘宝权说，“目前，施工现场所有
打桩机均已开动，近百名管理及施工
人员驻守现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要求，我们要为天津市域（郊）铁路
建设开好局、带好头，以实际行动打
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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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雯婧

火红的“福”字、大大的中国结、厨
房里飘出诱人的香味、客厅中满是欢声
笑语……除夕下午，走进红桥区棚改居
民张元明位于西青区文瑞家园的新家，
刚一进门，浓浓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
看着儿子、女儿和女婿一起忙前忙后地
准备着年夜饭，58岁的张元明笑得合
不拢嘴。这是张元明一家在这个新家
里迎来的第一个春节，“说真的，这样的

日子，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
虽然没有豪华的家具，但整个房

间被张大嫂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电视
机旁的壁橱中，一张四口之家的全家
福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你看，这就是
我们原来住的地方……”这是一张5
年前拍摄于红桥区铃铛阁街戏园子胡
同18号的老照片。“别看这房子不到
10平方米，我们一家四口住了30多
年。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洞，遇到下
雨，屋里的水能没到小腿肚。他为了

能让孩子们睡得舒服点，常年打地铺。
这么潮的地，睡久了哪能不生病？”回忆
过往，张大嫂心疼地看着丈夫。在这样
的环境中，张元明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
失去了劳动能力，也让这个原本并不富
裕的家雪上加霜。
2017年，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红桥区正式启动棚户区改造“三
年清零”行动。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兜
底保障，经过900多个日日夜夜，共帮
助逾15万棚户区居民彻底改善了住房
条件，张元明一家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后，经多方协调，
红桥区给予了这家人最大限度的政策
整合和精准帮扶。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孟若冰

“下午新到航班乘客的水果篮、坚
果零食、咖啡奶茶都准备好了吗”“晚上
饺子得包四种馅，吃完午饭就开始准备
吧”“互动脑筋急转弯的卡片准备好了
吗”……统筹“新年礼包”，张罗“特色小
食”，从凌晨5时30分开始为留观人员
准备早餐，到临近中午时分，天津国家
会展中心津园宾馆餐饮会议部总监张
丽一直保持满负荷高速运转。

大年三十，本是阖家团圆的休闲
时刻，但因要服务两批特殊的重要客

人——我市支援河北省邢台市的44
名院前急救医疗队队员和境外航班飞
抵人员，津园宾馆全员放弃休假，坚持
24小时在线服务。
“今年的客人与往年不同，他们需

要在房间里待满14天，难免会有情绪
波动，我们就尽量在做好酒店常规服
务的同时，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暖心服
务，让他们感受到多些年味儿，在隔离

休整中也能过个温馨的‘中国年’。”总经
理卢春明说，为此专门设计了脑筋急转
弯问题卡，留观人员可打指定电话回答
问题，答对有小礼品赠送，希望借此增强
与留观人员的交流互动，使他们可以
“玩”起来、开心些。

从去年3月23日，作为定点隔离医学
观察酒店接待第一批境外航班飞抵人员开
始，津园宾馆已累计接待18批次共2548
人，也从初始时对流程的不熟悉到如今的
“行家里手”。“上次接待大桥道涉疫雪糕相
关留观人员，12小时就完成了他们入住前
的全部准备工作。” （下转第2版）

牛年新春，瑞气盈津，牛气冲天。天津全民共享发展指数全国第一。春节是全民共享、全民欢度的
节日。在全市上下红红火火、欢度新春的喜庆氛围中，本报“新春走基层”专栏策划推出“凝心聚力、提气
鼓劲”专题，组织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记录百姓新生活，反映市民新风尚，表达城市“精气神”。系列报道
以“气”贯通，瞄准提气、鼓气、打气，聚焦普天同庆的“喜气”、万家灯火的“和气”、沽上春暖的“人气”、
岗位奉献的“热气”、文明新风的“清气”、书香满城的“文气”、人勤春早的“意气”，为广大读者奉献热气腾腾
的现场报道，描绘生气勃勃的城市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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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音

除夕清晨，天蒙蒙亮，北辰区集贤街为老服务中心里热
气腾腾、暖流涌动。团区委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忙着
准备一桌特殊的年夜饭。

和面、剁菜、调馅儿、包饺子……灶上的水开了，个儿大
饱满的饺子下了锅。早上7时许，冒着热气的饺子上桌
了。紧接着，清蒸龙利鱼、盐水虾、口水鸡、素什锦等也端了
上来。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们簇拥在一起，忙着分装、打
包。三荤一素四个菜，一荤一素两份饺子，苹果、橙子、酸
奶、饮料组成了丰盛的年夜饭“大礼包”。志愿者们还在每份
礼包外都系上了一个精美的小中国结。不仅如此，和这些
美食一同装进红色礼包的还有《一封家书》。
“今晚万家灯火，自己在这儿过年还好吗？目前的分离

是为了更好的团聚，只有健康年才是幸福年；只有平安，团圆
才有意义。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让这个不能回家的春节更
有意义……”家书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着浓浓的暖意。

早上8时刚过，40多名志愿者提着充满爱意的暖心礼包
分散出门，赶往北辰区各镇街的社区、村居以及隔离医学观察
点，为外地留津青年、隔离点医护人员、执勤交警、环卫工人、
快递员等送去暖心年夜饭和节日问候。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宋德松

“穆罕，快来帮忙贴春联！上联在右边，下联在左边。”
昨天上午，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天津大学留学生穆罕穿戴一
新，前往他的老师焦德芳家里过年。刚到门口，就碰见正在
贴春联的一家人。
“老师……这个……有点难……哪个是上联？”
“小穆叔叔，我教你。你就看最后一个字，是仄声的，八

九不离十是上联。”焦德芳老师三岁半的儿子小米连忙跑过
来解围。

焦老师笑呵呵地说，“有时也可以根据情理先后分。平
仄你学过，快帮忙贴好，咱们好准备年夜饭。”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穆罕来天津大学学习前，曾是一名
拳击运动员，获得过国家少年综合格斗冠军。来到天津两
年，他坚持每天在健身房训练两小时以上。热爱健身的焦
老师和他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这是我在天津过的第二
个春节。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年’的故
事，贴春联、拜年，还有红包。焦老师邀请我来家里过年，真
的是太幸福了。”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棚改居民：新家里许下新春新愿望

留学生：我在中国，家人放心

昨天，北辰区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就地过年留津环
卫工人送去年夜饭，祝福他们春节快乐。

本报记者 刘玉祥 通讯员 师广庆 摄

隔离酒店：让留观人员过个暖心年

“红马甲”：清晨送出年夜饭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通讯员 王翀）昨天是春节假期第
一天，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节日市场货源充足，运行平
稳，百货、购物中心、超市等200家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
共实现销售3.27亿元，比去年春节假期首日增长7.2%，恢复
至2019年的91%。
昨天，14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保持连市，商户出摊率达五

成以上，高于往年同期。红旗、金钟等4大农产品批发市场
监测显示，昨日蔬菜、水果的交易量达5308吨，较去年除夕
当日增长8.9%，较2019年增长3.8%。此外，政府储备白菜
自2月10日起通过华润、物美、人人乐和大润发的100多个
大中型门店正式投放，两日来累计投放量达55吨，销售率在
90%以上。
各大商场、超市抓住节日时机推出促销活动，根据监测，

103家超市昨日共实现销售9778万元，比去年除夕增长1%；
27家大型商场销售7699万元，增长13.4%；4家奥特莱斯销
售2709万元，增长28.42%。
今年春节，线上采购掀起了新风潮，电商平台安排骑手轮

岗倒休，配送员工人数高于去年同期，梅江印象城、水游城等
购物中心也在线上开展了年货节活动。与此同时，年夜饭线
上预销售成为亮点，大厨入户年夜饭订单量超过500份，较往
年增长20%以上。

津城假期市场开门红
20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
首日销售3.27亿元 同比增7.2%

大年三十，两地铁工程开建
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

线路长4.8公里，2025年与8号线一期实现贯通运营

地铁11号线延伸工程

全长3.84公里，设3座车站，建成后与地铁11号线
一期工程贯通运营

南起国际医学城站，途经团
泊新城和精武镇，与地铁5号线
实现换乘，设计时速120公里，
2024年通车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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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西青区杨柳青镇到处灯火辉煌，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刘玉祥 通讯员 田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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