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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慧萍 （左） 在

向顾客介绍护肤品。

王 越摄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严
冰）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今天召开的全
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透露，到 !"#!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万公里，居

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我国铁路完
成的旅客周转量、货物发送量、货物周
转量、换算周转量居世界第一位。

!*#! 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完
成 #&+$' 亿人，同比增长 ,%&-；在大宗
货物运输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货物
发送量完成 '&+$! 亿吨，与上年基本持
平。一批铁路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世界
上第一条高寒高速铁路———哈大高铁
顺利开通运营，京石、石武客专建成投

产，标志着世界上营业里程最长的高速
铁路———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合蚌、汉
宜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开通运营。铁
路科技创新水平明显提高，在高速铁

路、高原铁路、重载运输等领域取得一
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我国铁路总体技术
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根据“十二五”后三年铁路建设规
划，!*#' 年全国铁路安排固定资产投
资 )(**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

亿元、投产新线 (!** 公里以上。对年
内计划开通项目，抓好收尾工程，严格
验收程序和标准，精心做好运营准备，
保证津秦、西宝、宁杭、杭甬客运专线
等重点工程按期投产。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严冰、王越）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何建中今天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年春运全
国道路的旅客运输量预计为 '#

亿人次，平均每天运送旅客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
约增长 $-；全国水路的旅客运
输量预计为 ,'"&万人次，同比

约增长 /%(-。交通运输春运保
障工作已基本就绪。

据介绍，今年春运，道路
运输方面将投入 &,万辆大中型
客车，高峰期投入运力可达 &)

万辆，平均每天发送班次在
!)" 多万个班次左右。水上客
运将投入 /%' 万艘客船，大约
."多万个客位。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徐松）国家主席胡锦涛 !"日在人
民大会堂接受了瓦努阿图、日本、
意大利、孟加拉国、马尔代夫 # 国
新任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这 $ 位驻华大使分别是：瓦努
阿图驻华大使赖岳洋、日本驻华大
使木寺昌人、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
宁、孟加拉国驻华大使哈克和马尔
代夫驻华大使莫芮德。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者熊争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
国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上议院议长尼空·瓦拉帕尼。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松）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 日下
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泰国上议院议长尼空·瓦拉帕尼。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 %"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
员会主任张德江在会上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
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坚持依法治理，
夯实安全基础，减少事故总量，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无论从形势判断还是政策取向上说，和平发展都是

中国的良好愿望。但为了不使其成为一厢情愿，我们必

须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这涉及对时代特征的基本认

识。邓小平清楚地说过，“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

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

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后来，邓小平的这个表述逐渐

被演绎成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乃至主流，而这种认识也

成了作为政策取向的和平发展得以成立的外部条件。

苏联解体之后，在全球化的耀眼光环中，我们的世

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基本认识动摇了，淡忘了。

事实上，我们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

的兴起和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只是迫使帝国

主义从直接统治弱小国家的殖民主义形态变为间接统治

的霸权主义形态，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基本国际

政治经济关系没有改变。苏联解体也就是美苏之间的冷

战结束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即美国一国独霸全

球的霸权主义基本形成，为巩固和扩展这种全球霸权，

美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发动了南斯拉夫战争、海湾战

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连串的霸权主义战

争，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及其变种霸权主义就是战争这

一真理。

有人试图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乃至社会制度演变来消除战争危险，但这是十

足的一厢情愿。制度趋同与避免战争毫无关系，融入现

行国际体系根本不能消除战争危险。相反，两次世界大

战都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我们避免、防

止和推迟战争的唯一可靠出路就是使战争发动者认识到

对中国发动战争无法获胜，无法获得比和平共处获得更

多的利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中

国头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做了充足的备战工作。

历史规律没有改变。每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

盾趋于尖锐的时候，战争的危险就趋于增大。现在就是

这种时候。一方面，美国不甘心和平衰落，必欲用战争

手段打击对手，维持霸权；另一方面，战后形成的世界

秩序加速瓦解，原有的和平基础严重动摇，而这两方面

的问题在东北亚表现得都特别集中，特别突出。对此，

我们必须敢于直面危险的现实，而不能因果倒置，不能

企图再忍几十年，等中国强大起来了再说。试想，你有

这种企图，别人能给你时间吗。事实上，那些试图扼制

中国的国家必然认为现在就是实现它们目标的最佳也是

最后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丢掉那些很容易在压力和

威胁下演变为投降

主义的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立足于斗争

准备，打仗准备。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

能把和平发展维持得更长久一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

/ 月 /' 日下午 ) 点半，
北京市昌平区的天色早已黑
了下来。

罗映贵和母亲、弟弟、
弟妹做好了一锅萝卜炖排骨
在弟弟家等妻子侯慧萍下
班，“这排骨可是前几天我
弟从老家带来的，自家喂的
猪，不喂饲料的，城里绝对
吃不到，这几年每逢过年家
里都要杀一头。”

罗映贵的老家是四川省
广元市剑阁县鹤龄镇永兴
村。

话音刚落，拎着一袋东
西的侯慧萍开门走了进来，
脱下红色的外套，里面是超
市统一配发的马甲。

打过招呼后，她从袋子
里拎出一袋小点心递给婆

婆。“咋又给我买，吃不了
啰。”)! 岁的婆婆操着一口
地道四川口音。罗映贵的弟
弟罗映康从厨房端出饭菜，
一家人一起坐到了饭桌前。

第一次见到川妹子侯慧

萍是在回龙观的一家超市。
“我觉得这款比较适合，

不但抗痘，还有保湿的功
效。特别适合您晚上睡眠前
使用。”侯慧萍正在向顾客
介绍护肤品。

“做这个工
作有几年了，经
常在这附近的几
家超市来回跑，
哪儿有促销活动
就往哪儿去，不
固定。” 侯慧萍
!""& 年来的北
京，而老公 !""!

年就来了。
“刚开始那

几年难，住不起
市区，现在条件
比那时候好了，
可是住惯了，不
愿换了。”侯慧
萍一家现在住在
回龙观三合庄的
一间十几平方米
的房子里，房租

一个月 ,"" 多元钱，只是罗
映贵每天不到 . 点就得出门
坐公交到市区。

说起过年，侯慧萍说今
年有点儿麻烦，婆婆身体不
好，前阵子从老家接过来做
检查，打算让她留在北京过
年。“可公公说啥也不愿过
来，他舍不得离开。我们打
算今年就我俩回家。”

说着，侯慧萍看了一眼
丈夫。
“火车票买了没？”
“不用提了，每年回家

买票都是个头疼的事儿。去
年有了网上订票，比如说 &

点放票，我们 . 点 '" 分就在
电脑前面等着，一直点，一直
点，就这样还是没抢到，动作
一慢，一瞬间票就没有了。后
来用电话订到的票，还是加
拨外地区号订的，因为听人
家说加外地区号好订，北京
的基本上打不进去。只订到
了硬座，还是临客。”
“再之前就是去排队，

上火车站，晚上去排队，可
晚上去的时候根本就没票，
你要等到早上放票那会儿才
能买。以前买到的也都是临
客。说实在的，到我们那儿
的票是最紧张的。”
“还有就是我们从老家

上北京的票，早几年还要出
高价的，一张票要多出 /""

多元钱，临客有时候还没
坐。通过正常渠道根本买不
到票，只有找票贩子才能买
到。这两年真是比以前好多
了，起码能通过正规渠道
买。”
“今年还是打算从网上

订票。网上不是出了个买票
的日历么，我们打算再试试
运气，看能不能买到，买不
到再用电话。”

侯慧萍和丈夫回家的火
车票能顺利买到么？回去的
火车上又会有怎样的经历
呢？罗映贵的父亲一直舍不
得离开的那个家又是什么样
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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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新春 基层

她能买到回家的票吗？
———川妹子侯慧萍回乡记之一

尹晓宇 王 越

!开栏的话

!"#$ 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局之

年。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奔赴基

层一线，亲身体会欢乐、团聚喜庆的节日氛

围，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反映各地深入贯

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改善民生的成果。敬请

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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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接受5国新任驻华大使国书

吴邦国贾庆林

会见泰国上议院议长尼空

张德江

出席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贵州丹寨 苗舞笙歌 度佳节
/ 月 /. 日是贵州省丹寨县兴仁镇王家村一

年一度的传统节日“苗年节”。来自周边村寨的

近万名苗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齐聚王家村，以

跳芦笙舞、唱苗歌、斗牛等活动方式共庆佳节。

黄晓海摄（新华社发）

跳芦笙舞

苗族村民庆佳节

盛
装
的
苗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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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警方联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

斯里兰卡等 )国警方成功破获“/!·"'”特大跨国跨两岸电

信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 名，捣毁犯罪窝点 '" 处，

缴获银行卡、电脑、手机、网络平台服务器等一大批作案工

具和赃款，破获相关案件 ./" 余起。/ 月 /. 日，该案最后

一批大陆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特大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案告破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世界首位
今年将安排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道路运输旅客 31亿人次
水路旅客运输 4308万人次

&%'(

年春运客运量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