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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秋祭白色恐怖死难者

冀盼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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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共建“一带一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

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在第三次“一

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阐明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

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

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

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

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

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

断取得新成效。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总体

上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

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变，国际格局发展战

略态势对我有利，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

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

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

复杂。越是面临这样的新形势，越是要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

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统筹发

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

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

积极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坚持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指

明了前进方向。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给世界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的严重挑战，各

国只有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开放包容、互联

互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为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

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

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8年来，

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

色、廉洁理念，致力于实现高标准、可持续、

惠民生目标，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

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

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

基础，最终目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

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

联动发展。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

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

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

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

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新征程上，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为目标，同各方一道，建设更加紧密的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坚持走团结合作、

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之路，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

标？要积极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

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

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

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要走经济、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把支持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统筹

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让各

国都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同时确保

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

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

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

的贡献。民生工程是快速提升共建国家民

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要加强统筹谋划，形

成更多接地气、聚人心的合作成果。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

面向未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目标，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

进，让各国互联互通更加有效，经济增长更

加强劲，国际合作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更加

美好。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在何处发现新线索

20日，救援人员在云南普洱市镇沅县
者东镇的白水河附近两条小溪交汇处，发
现失联人员的一件雨衣和一些排泄物。
正在现场参与救援的普洱市森林消防支
队政委刘东君说：“前往新发现失联人员
物品的区域山地徒步需要数小时，该处有
一个较大的深沟，救援人员携带有攀爬工
具等设备，将重点在深沟开展搜索。”

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
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
普洱市镇沅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山区开展
野外作业失联，当地接报后紧急成立失联
人员救援指挥部，组织开展搜索救援。

据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王
岗介绍，截至21日，搜救区域确定为“三区
一线”：哀牢山普洱市镇沅县一侧片区、哀
牢山玉溪市新平县一侧片区、楚雄州双柏
县一侧片区和哀牢山山脊线。

搜救工作存在哪些困难

哀牢山位于云南中部，是云贵高原和
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也是全国最大的原始
常绿阔叶林区，最高海拔3156米。失联人

员位处的区域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搜救工作目前
存在三方面主要困难：

第一，哀牢山在镇沅境内面积达13.5
万亩，此次人员失联的区域，地处哀牢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属原始森
林无人区，地形极其复杂。

第二，正值入冬天气，昼夜温差较大，
白天能达到20度左右，到了晚上则降到七
八度，山区树木高大茂密，加之近期连日
降雨，林中有雾，能见度极低。

第三，搜救路线距离较远，从山脚前

往搜索区域需要爬山约4个小时，且不具备
夜间搜索的条件，队员往返宿地耗时较长。

据了解，针对这些情况，救援指挥部在山
头建立了多个补给站，并采用直升机空投方
式补给，提高搜救效率，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投入了哪些设备

正在现场救援的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战训处副处长杨磊介绍，携带热成像相机的
无人机、搜救犬已投入搜救工作。
“在悬崖、沟壑等区域，救援人员放飞热

成像无人机进行环绕拍摄，搜索热源线索，

但是由于森林极为茂密，无人机在空中无法
拍摄到林下的影像，效果有限。”杨磊说。

同时，消防救援队投入了5条搜救犬，先把
已找到的失联人员物品给搜救犬作为嗅源，再
由训导员牵引在重点区域开展搜索。“搜救犬
要在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工作，和传统的
平地搜索、废墟搜索完全不同。”杨磊说。

搜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兆辉说，直升
机在重点区域飞行进行喊话和搜索，但未发现
有用线索，也未收到诸如烟火、求救图案等反
馈。“丛林搜救非常特殊，人力搜救仍是主要手
段。”张兆辉说。 据新华社昆明11月21日电

新华社台北11月21日电（记者 徐瑞青 陈键兴）21日下
午，一年一度的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
会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人们站在一幅幅烈士遗照
前，身后的新店溪水流潺潺，无声地流向不远处的大海。

这场秋祭纪念的是什么人？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笼
罩宝岛，许多怀抱爱乡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两岸进步
人士被当时台湾的独裁统治者逮捕，他们慷慨赴义，魂断马
场町刑场，后被草草掩埋在台北六张犁的荒山中，牺牲时大
都正值青壮年。据举办秋祭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介绍，该团体经多年寻找，1993年终于在六张犁发现4个弃葬
区，之后连年持续在马场町公园举办秋祭。

今年的秋祭以“不忘初心 改造社会 砥砺前进；国家统
一 民族复兴 胜利在望”为主题，前来参加者有白色恐怖死
难者的家人、白色恐怖的幸存者和各界代表。

主办方表示，白色恐怖受难者是矢志不渝追求两岸统一
的行动者、爱国者，举办秋祭是要致敬他们用不屈的青春热
血染红的旗帜，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要呼吁坚决
反对“台独”，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实现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仪式上，全体与会者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献花、行
三鞠躬礼，并献唱了《安息歌》《青春战斗曲》等歌曲寄托追思。
“历史能看多深，未来才能走多远。”台湾地区政治受难

人互助会总会长林燿呈致辞说，今天我们一起在马场町缅怀
先辈们的牺牲奉献，要继承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理想，放
开视野与格局，为实现两岸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而奋斗。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代表王锦松致辞表示，两岸必须统
一，也必然统一。爱国志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正在迈向伟
大复兴，台湾同胞不会缺席。

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陈见烈士之子陈甲致辞时说：“每
年秋祭，我都从高雄来台北参加，每次看到现场挂出的写有
‘民族统一’‘走向富强’的对联，都会对当年包括我父亲在内
的牺牲者与受难前辈一生坚持的理想而感动不已。”他希望
两岸中华儿女共同继承先贤先烈的精神，携起手来，为祖国
的和平统一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主办方还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成为美国“挟台抗中”的
棋子，让台湾陷入经济困局、滑向战争边缘。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来祭文，其中写道：“两岸休戚与
共，台湾之明天必融汇于民族之明天方光明灿烂，台湾之人
民亦必拥依于祖国之怀抱才得真正幸福尊严！”

21日至22日，今冬第三轮寒潮东移南
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大面积创
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淮、江南等地降温
如“换季”。同时，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共
同制造大范围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又
迎暴风雪天气。中央气象台21日三预警
齐发——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
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8时至23日8
时，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6℃—
10℃，华东将成强降温中心，其中黄淮东
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
幅度可达12℃，局地14℃以上；大部地区
将有4—6级偏北风，阵风7—9级。

23日早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降至
本轮寒潮过程的最低点，最低气温0℃线
将位于长江中下游至四川盆地北部一带，

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降至4℃左右，创下
半年以来气温新低。南方不少地方白天
降温也比较明显，如江淮、江南等地最高
气温将从20℃出头降至10℃左右，降温如
“换季”。

同时，南下冷空气与低层偏南暖湿气
流交汇，21日南方地区有较大范围降水，
其中重庆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北部局地
有大雨。

未来三天，降雪中心均稳定在东北地
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
分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北部、
吉林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局
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30—40毫米）。

气象专家分析，相比上次寒潮天气带
来的降雪过程，此次东北降雪重心更偏
东，黑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量或将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鹤岗、佳木斯等地可能遭
遇11月下旬最强降雪。降雪伴随大风，将导
致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

本次寒潮过程降温幅度虽不及上次（11
月4日至8日）过程，但由于前期基础气温较
低，降温后更冷。目前冬天的前沿在中东部
地区推进到了安徽、江苏一带，这次寒潮过程
也将推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入冬进程。

专家提醒，预计此次寒潮过程东北部分
地区将新增积雪深度5—15厘米，局地可达
25厘米以上。积雪未消又添新雪，内蒙古东
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需关注暴风雪对交通、
城市运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同时，22
日中东部大部气温将显著偏低，尤其是江淮、
江南东部及华南等地，随后气温又将持续回
升。近期气温多变，公众需及时调整着装，谨
防感冒。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东北地区又迎暴风雪 南方大部降温如“换季”

云南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发现新线索
记者围绕公众关注的诸多问题开展采访

全
国

寒
潮

战交警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重点交通

路段放置防滑沙。

江苏省宝应县杨蒋村农民将采摘

的青菜过秤，为即将来临的寒潮备货。 为预防寒潮和大风的双重影响，大批渔船返回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渔港。 本组图片 新华社发

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燕沣园生态

农场里，农民为蔬菜大棚加盖保温被。

20日，救援人员在搜寻时新发现失联人员的一件雨衣，加上不久前发现的一件雨衣，这两件雨衣成为失联人员搜救过程中的新
线索。21日凌晨5时，由云南普洱市森林消防支队组建的突击小队紧急开赴发现地点，开展搜索。
“地质人员云南哀牢山失联”事件进入第8天，公安、消防及专业救援队等各种救援力量已连日在普洱市、玉溪市、楚雄州三地开

展搜救。何处发现新线索？存在哪些困难？投入了哪些现代设备？记者围绕公众关注的诸多问题开展了采访。

据新华社南宁11月21日电（记者 陈露缘）记者从广西
北海市公安局获悉，历时5个多月，北海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吸
贩毒案件，共抓获涉毒违法嫌疑人130余人，摧毁一横跨广西
3市的特大吸贩毒网络。

据介绍，今年5月，北海市禁毒支队根据一起毒品案件线
索，发现一个盘踞在北海市合浦县的贩毒团伙。该团伙经常
从防城港市上思县购买毒品海洛因，在北海市合浦县、钦州
市浦北县等地分销贩卖。警方发现，该目标贩毒团伙以苏光
某为首，且为家族式贩毒，在合浦县、浦北县等地形成一个毒
品贩卖体系，毒品流通较快。

经过5个多月的侦察和摸排，10月16日凌晨，北海市公
安局组织合浦县公安局及专案组民警，在北海市、防城港市
上思县、钦州市浦北县等地对本案涉毒嫌疑人实施抓捕，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苏光某等20余人，扣押涉案车辆2辆，查冻资
金20余万元。截至目前，全案共抓获涉毒违法嫌疑人130余
人，其中刑事拘留24人，查处吸毒人员110余人，一举端掉了
横跨广西3市的特大吸贩毒网络。

经查，犯罪嫌疑人苏光某于2013年因贩毒被判刑7年，在
监狱服刑时认识了家住防城港市上思县的黎某。2020年11
月，苏光某出狱后主动联系黎某寻找毒品货源。黎某多次将
毒品从上思县带至苏光某家中。随后，苏光某、其堂弟苏某
乐以及其女朋友翁某对外秘密销售毒品，并发展毒品分销人
员。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合浦县、浦北县等地形成一个毒品
贩卖体系。

据介绍，“苏光某贩毒团伙”案件是自治区公安厅督办的
毒品目标专案，是北海警方今年通过禁毒警务合作全线侦破
的毒品单案中打击团伙成员最多的一起。

广西摧毁一跨市特大吸贩毒网络

抓获涉毒违法嫌疑人130余人

（上接第1版）
“瞧，田主任住咱小区了，往后日子肯定差不了。遇到啥

问题，她不更得给咱上心吗？”与社区主任做邻居，居民心头
涌进一股正能量，大家觉得“主心骨”来了。

基层治理创新立足于火热的群众生活中，才能产生打动
人心的力量。要打开群众的“心门”，首先要敲开群众的“家
门”。为此，社区“两委”干部入户走访，了解群众所盼所需，
并在小区放置“连心桶”，谁有问题、需求尽管提。
“我提议把公交线延伸一下，没多久就实现了。现在一

出小区就是公交站，真是太方便了！”说起写信的事，居民老
崔激动不已。

随着居民诉求一件件落实，“连心桶”里的信少了，居民
见到社区工作人员时的笑容多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添
加社区工作者微信，社区“大家庭”建起了微信群。哪个楼门
口井盖冒水、谁家下水管堵塞……大事小情在群里说一声，
很快便会有人过去查看解决。

把“到家坐坐，向您汇报”作为惯例，让“没事就来坐坐”
成为社区群众的新期盼，文瑞家园实施“五星五色”管理法，
实现了对低保户、居家老人等特殊群体重点关注。同时，建
立“邻里帮帮志愿服务队”，发动居民开展自治与互助。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工作有温

情、有热度，才能被群众认可。文瑞家园从“无人问津”到“呼声
有人听、问题有人管”，群众期盼得以兑现，社区旧貌换新颜。
正如这里的居民所说：“以前是不想来，现在是不想走。”

一年多来，西青区积极探索“飞地”小区治理“1245”特色
工作做法，坚持党建引领“1”条主线；用好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活动中心“2”个阵地；用耐心、细心、真心、热心“4”种态度搭建
与民沟通桥梁；打造和谐、平安、养老、安静、幸福“5”个社区品
牌，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
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稳稳的幸福 看得见摸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