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向洲（右）正在为社区居民修车。

年轻时
下水救了许多人

退休后
修车带动好多人

6 国际·社会
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 责编：哈欣窦晓艳 美编：单君

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谈关注中共二十大

美方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2022

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布林肯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中共
二十大。王毅表示，二十大是一次团
结、民主、进取的大会。美方如果真
想了解中国，请认真研读二十大报

告。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
图光明磊落。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
镜主观臆测，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
蔽双眼。

布林肯表示，美方愿就下阶段美中
关系同中方保持沟通，开展合作，探讨两
国关系的基础。

双方还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韩国总统尹锡悦10月31日到首
尔市中心吊唁梨泰院万圣节踩踏事
故遇难者。韩国商界纷纷取消或暂
停万圣节促销活动，撤下相关海报、
宣传图片及装饰。

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29
日晚间发生踩踏事故。截至31日上
午，事故已造成154人死亡、33人重
伤、116人轻伤。死者中将近三分之
二为女性。

停办节庆活动

尹锡悦和妻子金建希31日上午
手持菊花，走进设在首尔广场首尔图
书馆正门前的集体焚香所，为遇难者
献花默哀，其间未作任何发言。

踩踏事故 29日晚发生后，不少
民众在现场附近摆上花束，悼念遇
难者。韩国政府把 10月 30 日至 11
月 5日定为全国哀悼期。韩国歌坛
取消多场演出和庆典活动。一些商
界巨头也取消或暂停万圣节庆祝、
促销活动。

大型购物中心乐天百货商场宣
布取消在首尔蚕室分店举行万圣节
游行和开设快闪店的计划，并删除相
关活动海报及宣传图片。新世界百
货店、现代百货商场也取消所有万圣
节庆祝活动，并撤掉活动装饰。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30日宣布取
消在首尔举办万圣节促销活动的计
划，并暂停发布品牌广告；LG电子公
司也撤下全国各地门店的相关海报
和装饰。韩国互联网巨头Kakao旗下
主要聊天软件KakaoTalk关闭在聊天
应用程序上的折扣活动。

遇难者多为女性

梨泰院踩踏事故遇难者中，154人
身份已确认。伤亡人员以20多岁的年
轻人居多。33人眼下伤情严重，死亡人
数可能继续增加。

踩踏事故遇难者中98人为女性。
韩联社援引一些专家的话报道，这主要
是因为女性体型相对娇小、抗压肌肉少
所致。

据目击者描述，29日晚，大约10万
人在梨泰院一带参加万圣节派对。事
故发生在某酒店旁宽3.2米的一条下行

巷子内，现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前
方有人跌倒后，后方人流跟进，导致严
重踩踏。

韩国警方已就踩踏事故成立专门调
查组，寻求全面调查事故原因。

就舆论指责警方和地方政府安
全措施欠妥而酿成惨剧，总统办公室
官员 31 日说，眼下善后处置仍是第
一要务。

行政安全部官员金星镐说，韩国政
府当天决定在每人1500万韩元（约合1
万美元）范围内补助遇难者治丧费用。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哀悼踩踏事故遇难者
事故已造成154人死亡、33人重伤、116人轻伤 死者中将近三分之二为女性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31日电（记
者 胡晓明）印度古吉拉特邦内政部长
哈什·桑格哈维31日表示，该邦桥梁断
裂事故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2人。

桑格哈维当天在事故现场召开
的记者会上说，超过200名由国家灾
害响应部队、海军、空军和陆军组成
的救援人员彻夜开展了搜救行动，救
援工作仍在继续。

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西部古吉
拉特邦一座拉索桥30日突然断裂，许
多人落入河中，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
儿童。

一名地方官员称桥梁断裂的原
因可能是超载。据目击者说，事发时
有约400人聚集在桥上，一些人在桥
中间试图摇晃，使人们难以行走。

印度桥梁断裂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132人

刚果（金）踩踏事故

已致11人死亡

刚果（金）内政部长10月30日说，
首都金沙萨前一天举办的一场演唱
会现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9名观众
和两名警察死亡。演唱会29日晚在
金沙萨最大体育场举办，这座体育场
最多可容纳8万人，但实际观众数量
超过上限。

据刚果通讯社报道，演唱会现场
挤满了人，为确保安全，维持秩序的
警方先前封锁了三个区域，但“在人
群的压力下，警方没能坚持多久”。
按照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甚至走廊
里”都是人。 新华社微特稿

10月31日，民众在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悼念踩踏事故遇难者。新华社发

新华社圣保罗10月30日电（记
者 陈昊佺 陈威华）巴西当选总统
卢拉30日晚在胜选讲话中表示，巴
西社会各派应该放下对彼此的敌
意，重新携手开始巴西经济、社会和
制度建设。

卢拉说，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
解决巴西民众的饥饿问题，为国内贫
困人口提供更多财政支持。他将引
导巴西社会各派重新“和谐共存”。
“现在是重归和好的时候了，我将要
领导的是所有巴西人民，其中也包括
在此次选举中没有支持我的人。”

在外交方面，卢拉表示，巴西将“重
归世界舞台”，构建一个“可信的、有规划
的、稳定的巴西”，让国际投资者重拾信
心。巴西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继续强
化对亚马孙雨林的保护。“我们希望与自
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为敌。”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30日晚公布的
统计结果显示，在当天举行的巴西大选
第二轮投票中，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
拉战胜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
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卢拉将于
2023年 1月1日正式就任巴西总统，任
期四年。

巴西当选总统卢拉呼吁团结共建未来

伊朗扣押走私燃料的外国油轮

新华社德黑兰10月31日电（记
者 高文成）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
司法部门10月31日说，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在海湾水域扣押了一艘载有
1100万升走私燃料的外国油轮，并逮
捕船上所有船员。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霍尔木兹甘
省司法部门负责人穆杰塔巴·加赫马
尼的话说，作为侦查和打击有组织走
私活动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海上力量历经一个月的技术和情报工
作后，扣押了这艘油轮。加赫马尼未提
供有关被扣船只国籍的详细信息。

他说，被扣油轮上的货物价值超过
5180万美元，参与走私的人将被起诉。
“燃料走私者与外国人勾结掠夺国家资
产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司法官员忽视，参
与此类犯罪的人员将受到严厉惩处。”

伊朗近期发起多项打击海湾走私的
行动，多次扣押载有走私燃油的外国油轮。

16艘船只有望进出黑海粮食走廊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俄罗
斯宣布暂停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协议后，负责协调和监督协议执行
的联合协调中心10月30日深夜说，除
俄罗斯外的协议其余三方，即联合
国、土耳其和乌克兰已同意31日依据
协议安排16艘船只进出黑海粮食走
廊，包括12艘出港船和4艘进港船。

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联
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为继续履行黑
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已提议由
土耳其与联合国代表团31日派遣10
个检查小组，对40艘待出港船只做检
查。乌克兰代表团已接受这一检查
方案。俄罗斯代表团已获告知”。

联合国代表30日早些时候召集
俄、乌、土代表在联合协调中心开会，
其间“俄方代表告知，尽管俄方无限
期暂停参与执行协议所涉行动，俄方
将继续就紧迫议题与联合国及土耳
其代表团保持对话”。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一名俄方
消息人士30日透露，其他三方对船只进
出的安排“无需俄方做任何事”。

俄罗斯29日指责乌克兰袭击参与
保障黑海粮食走廊安全的俄船只，并宣
布暂停参与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
议。乌克兰方面回应，俄试图利用“虚假
借口”封锁黑海粮食走廊。

根据联合协调中心声明，29日共有
5艘船只经协议规划的“海上人道主义
通道”安全出港，另有4艘安全进港。30
日没有安排船只进出港。现有97艘已
装载货物的出港船只以及15艘待进港
船只正等候联合协调中心检查。另有
89艘船申请加入协议，等待获批。

今年7月，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和
土耳其同意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联合协调
中心，为乌克兰谷物等农产品经黑海出口
运输提供安全保障。俄乌双方同意任何
一方都不攻击运送农产品的船只，协议也
将保障俄罗斯粮食与化肥进入国际市场。

天上繁霜降 津城披金装
如此色彩斑斓的城市美翻了

“中国好人”成社区爱心品牌

■ 本报记者 黄萱

金黄，是深秋的主题。很多市民
不难发现，今年的秋天变长了，不只
是温度适中，眼见的秋色也显得持
久。秋日暖阳唤醒了津城的五彩颜
色，金灿灿的树叶似乎更愿意多逗留
几天，红枫热烈、银杏斑斓，勾勒出一
幅多彩秀丽的津城秋日旖旎景图。

赏秋最佳期到了

霜降已过，气温越来越低，当寒风
呼啸而过，北方又到了一年一度赏秋
的最佳时期，津城金黄灿烂、古韵盎然
的黄叶成为深秋赏叶的绝佳选择。

不用走远，在红桥区南运河两侧
就能观赏到最美的黄叶，深浅不一，
层次分明。

记者驱车前往南运河南路与红
旗路交口，停下车却犯了难。两侧的
风景如画，左侧是水趣园，柳树耷拉
着脑袋，长长的柳条垂落到河面上，
随风摆动，尽显曼妙身姿；右边是层
叠的树木，高大的树冠迎着阳光，颜
色艳丽。该去哪边好呢？周围有经
验的市民告诉记者，往右走，越走越
美，尤其是西站附近，更是叹为观
止。于是，记者骑上一辆共享单车，
沿着南运河南路欣赏只属于这个季
节的美景。

秋阳翩翩升起，树叶轻轻飘动。
周围车水马龙太过嘈杂，南运河的世
界却格外明亮娴静。南运河两侧的
树木种类繁多，有的枝繁叶茂，有的
小巧伊人。沿着树木修建的步道上
三两个人一起走着，欣赏秋景说着
话，好惬意。一阵微风吹来，黄叶簌
簌落下，地面如同铺上黄色地毯。很
多市民驻足，拿出手机拍下这难得的
秋色。虽然已经10月下旬，却丝毫没
有冬天要来的征兆。站在树下向上
看，稀疏的树木枝条相互交叉掩映，
偶尔露出一丝阳光在树叶间闪烁。
正如市民所说，南运河最美的景色集
中在大丰桥和金华桥之间，除了树木
原有的绿色，大部分已经泛黄，黄绿
之间的美色让人挪不开眼睛。高耸
入云的树木中有几棵树冠的叶子泛

着橙色，似乎因为与阳光更加接近的
缘故。在南运河两侧活动的市民与
树木交相呼应着，钓鱼的、聊天的、闲
逛的，为这抹秋色增添了一丝灵动。

赏完了南运河的多彩秋景，记者
又赶往海河边，在沧州道附近的亲水
平台找到了金灿灿的银杏树群。这
里有大大小小27棵银杏树，有的闪着
金光，有的依然绿色，还有的黄绿相
间慢慢变化。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
美，虽然数量不多，但也让人喜爱。
市民三三两两地坐在长椅上休息，旁
边的银杏树叶随风摆动，在阳光下璀
璨发光。

今年气候条件帮忙

为何今年的黄叶颜色更亮更持
久？在南运河南路负责环卫保洁的
孔师傅说：“今年比去年暖和，往年叶
子还没黄就都落了。去年10月底，大
活（扫落叶）都做完了，我已经请假回
老家了。”今年孔师傅本来也想10月
份回乡，但大活还没完，只能推迟一

个月。另外，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今年的平均最高气温和极端最高气温
比过去30年的平均值偏高，温度变化不
强烈，对植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红桥区城市管理委负责园林的工
作人员介绍，南运河两侧树木品种繁
多，有白蜡树、金丝柳、紫叶李、碧桃、海
棠、法桐、樱花、槐树、金叶槐、金枝槐、
金银木、丁香等，有黄叶的品种也有随
着气候变化叶子变黄的品种。树叶中
含有许多叶绿素、叶黄素、胡萝卜素
等。叶绿素颜色较深，夏天常因盖住了
其他色素而显出绿色。当秋天来临、温
度降低，叶绿素因遭到破坏渐渐消失，
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开始充当这个调色
盘的主角，叶子就会变成黄色或橙色。
也有些树木在强光、低温、干旱条件下，
叶子在凋落前会产生大量的红色花青
素，这是形成红叶的主要原因。“在园林
设计施工前必须对植物的观赏特性有
深刻的领悟，这样才能创造出优美的景
色，充分发挥出其观赏特性。我们在日
常栽培养护管理时，加强了修剪、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人员说。

新优树种亮相津城秋日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获悉，近年来，
我市在园林绿化建设中针对不同季节的
色叶变化广泛引进彩叶树种，观叶赏秋不
再需要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美
好的秋景。除了南运河南路，还有很多地
方可以观赏到美不胜收的秋日风光。

我市主要的秋季观花、观叶植物有
很多，比如红色系的火炬树、五叶地锦、
柿树、美国红栌；黄色系的银杏、白蜡、栾
树；橙色系的元宝枫、黄栌；紫色系的紫
叶李、紫叶矮樱、紫色秋天白蜡等。

市民赏秋，可到这些地方看看：南翠屏
公园，主要有火炬、黄栌、五叶地锦等，远远
望去红黄绿交织，分外绚烂；水上公园，有
白蜡、元宝枫、栾树等，尤其是盆景园内五
叶地锦最近进入观赏期；北宁公园，有白
蜡、金叶槐等；河东公园，有白蜡、银杏等；
泰丰公园，有金枝白蜡、元宝枫等；滨海新
区开发区第八大街的千卉园，近期观赏草
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像狼尾草、粉黛乱子
草、细叶芒、千屈菜、芦苇等，景色迷人。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李师傅，我这自行车一骑就吱吱
响，您给看看。”“好嘞。”李向洲艰难地
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居民曹大姐
身边，将车子推到小马扎边慢慢坐下，
用布满老茧的大手拆起了车胎……
每天7时30分到21时，他都在社区一
角免费给居民修车，这一修就是两年
多。作为9年间下水救起15条生命的
“中国好人”，退休回归社区后仍在用
自己的手艺为周围人服务。在他的
带动下，社区里一些有技能的人纷纷
来到他的修车摊和他一起做好事，这
里成为社区温暖的一角。

10月28日9时30分，记者来到北
辰区果园新村街都旺新城社区小广
场，人最多也最热闹的就是李向洲的
修车摊。李向洲忙着修车，赵子江在
一旁给居民理发，毕春林则研究给社
区核酸检测点设计太阳能电灯。大家
都在尽自己的能力服务居民。“你看，
这些放工具的箱子、柜子，还有我休息
的椅子都是居民送给我的。谁家有不
要的破旧自行车都给我推来，我把车
子拆了，能用的零件废物给别人修车
时可以再利用。”李向洲说，他多次下
水救人，腿落下了毛病，不能久站、爬
楼，走路也不利索。好几个居民每天
都来修车摊帮他拿工具、递零件，尽量
不让他频繁走动。“大家在一起说说笑
笑为居民服务，每天的生活都充实、有
意义。”李向洲边修车边对记者说。

李向洲原来是北运河船闸控制室
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紧邻河边，总能
遇到失足落水或想不开跳河轻生的人，
每次他都是毫不犹豫地下河救人。9年
时间里，他共救起15条生命，多次被认
定为见义勇为，可他却拒绝接受奖金。
用他的话说：“救人是理所应当的行
为。如果救人行善与钱扯到一起，就没

意思了。”2015年，他荣登“中国好人榜”。
2020年，李向洲退休了。“我年轻时学过
磨剪子和菜刀，也学过修车，在家闲不
住，就想着用自己的手艺为大家干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说干就干，李向洲在社
区一角摆上了免费修车摊，兼着帮磨剪
子和菜刀。开始，居民们不相信，观望的
多。后来，有人认出李向洲就是下水救
了15人的“中国好人”，大家放了心，车子
有点什么问题都到修车摊找李师傅。多
年干力气活儿，李向洲一双又大又厚的
手布满了老茧，可因为劲儿大，换内外胎、
安车链子、调节车把……徒手就能干，即
使冬天也从不戴手套。一开始，有人怀疑
他为赚荣誉作秀。可李向洲每天7时30
分准时出摊，中午回家吃个饭又出来，夏
天吃完晚饭继续出摊，一直到21时才收
摊；冬天则追着太阳走，实在冷得不行才
回家。这一坚持就是两年多，大家信了：
这人不是为了作秀，真的是想干好事。就
像曹大姐说的那样：“李师傅这人，实在，
品德高尚。我们的车子有什么问题都找
他，二话不说就给修。”

不少居民都被感动了。毕春林是位
电气设备制造工程师，刚刚退休，看到李
向洲每天在社区免费给人修车，又听说
了他救人的故事，被感动了。“他腿脚不
好，我就来帮帮忙，他缺什么工具零件我
给送来。和他在一起给居民服务，心里
热乎。”慢慢的，有理发手艺的胡学起、赵
子江来了，会家电维修的周大姐也来
了，小小的修车摊服务项目越来越多，
修车、磨剪子和刀、理发、修电器、失物
招领……都是免费的。爱心志愿品牌聚
集在小小修车摊，使这里成为社区温暖
的角落。

李向洲65岁了，原本该退休在家享
清福。记者问他，为何对做好事如此执
着？他说：“我就这性格，能为别人干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小事，我也觉得
这辈子没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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