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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

!

月
"#

日选举罗志军为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卫国、张艳 （女）、公丕祥、许仲梓、赵鹏、
刘永忠为副主任。选举李学勇为江苏省省长，李云峰、徐
鸣、史和平、曹卫星、傅自应、许津荣 （女）、毛伟明、
缪瑞林为副省长。选举许前飞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陈杰）记者从空客中国
公司了解到，

!"#!

年空中客车公司从法国图卢兹、德国
汉堡和中国天津向中国用户共交付

$!%

架新飞机，占空客
公司当年全球总交付量的

!$&'(

。这是连续第三年空客公
司向中国交付飞机数量超过百架。

据新华社福州
!

月
"#

日电（记者沈汝发）位于福建
省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的腾龙芳烃 （漳州） 有限公司
$%

万吨∕年对二甲苯（
&'

）工程及整体公用配套工程原
料调整项目因环境违法被国家环境保护部责令停止建设。

据环境保护部华东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调查，该公司
$%

万吨∕年对二甲苯（
&'

）工程及整体公用配套工程原
料调整项目报批的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批准，擅自开
工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
十四条关于环评制度的规定。

环境保护部决定责令该公司
$%

万吨∕年对二甲苯工
程及整体公用配套工程原料调整项目停止建设，罚款

"%

万元，要求在通过环境保护部环评批复之前，不得擅自恢
复建设。

$

月
!)

日下午
%

时，北京西站，候
车大厅人头攒动。

侯慧萍和丈夫罗映贵买到了这天从北
京到广元的

*+

次列车的硬卧，地图上显
示两地距离将近

#+,,

公里，火车运行时
间

!!

小时
)'

分。
“秒杀！”提及当时的购票过程，罗映

贵说了这两个字，“一分钟之后票就全没
有了，到四川的票特别紧张。”

票是网上买的，为了提高订票的成功
率，罗映贵在开始能买票的第一天一早就
来到了公司，“家里的网速太慢，好几家
合用一个网络，公司的网速有

)

兆呢。”
+

时半打开电脑等着，
+

时
%,

分出现售票
界面的时候，罗映贵一下进去抢了

%

张，
“两张上铺，两张下铺，一张中铺。”走得
早，票稍微好买一点儿，而且可以提前

!,

天买票的新闻刚出来，知道的人还没那么
多。罗映贵总结着这次的买票经验。“后
来，我帮一个朋友买到漯河的票时就没那

么容易了，那个朋友走得晚，
!

月
)

日的票，提交订单后，
立刻出不了订票成功的结
果，还等了半个多小时。”

收拾、整理，似乎顺理
成章地就该是等着回家。

可是
!'

日下午，记者
打电话给侯慧萍确认行程的
时候，她突然说，因为厂家
这几天加货，她没有办法
!)

日回四川了，语气中透
着无奈。

记者还是决定按原计划
乘坐

!)

日的
*+

次列车到
广元。

火车上，记者见到了罗
映贵以及同行的老乡，车全
惠夫妇和外甥薛涛。

见到他们的时候，川妹子车全惠正在
吃泡面，薛涛正要从上铺上下来，说明来
意，大家就聊起天来。

火车已经行驶了将近
!,

个小时，经过
了河北、陕西，在秦岭间穿梭，车厢里是四
川话，酸辣粉在饭点儿的时候来回着叫卖。

会说四川话么？我问薛涛，已经念初
一的他，从小在北京长大，他说了两句，
有四川味儿，接着用普通话跟我说，不是
太标准，平时普通话说得多，只有跟家里

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说四川话。小学到初中
都是在北京读的，每年还要交一笔“赞助
费”。看到他带的作业，我问他将来考大
学是不是还得回四川？小薛涛没太听明
白，罗映贵插话说，小家伙的户口在四
川，要是北京异地高考制度没有大变化的
话，应该是还要回四川高考。

薛涛的舅妈车全惠
!,

岁刚出头就出
门打工了，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到了北
京，开始在餐馆打工，现在做家政，帮着
带几个月的孩子。“只是白天在客户家，

倒不算累，一个月
!-,,

块钱。”我问她有
没有社保，她说，没有，北京的工钱这些
年没怎么涨，不像江浙、广东那边，村子
里去江浙打工的更多一些。
“那时候家里穷，没钱念书，只能卖

苦力。”在车全惠的脸上，我看到一脸的
疲惫。大儿子已经

$+

岁，小儿子也有
$!

岁，全都住校，家里只有快
-,

岁的父母，
身体还不好，她想回家找个工作。
“不想那么远了，家里有事情赶不回

来，孩子大了，父母老了。”车全惠说再
过两三年，她打算回广元找份工作。“孩子
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年一整年都没回家，孩
子都不认识我了。”因为这件事，她下定决
心一年必须回家一次，也仅仅是一次，想孩
子也没办法。每次说话的时候车全惠都声
音很低，没有什么表情的变化。

$

月
!%

日下午
)

时，火车到达广元
站，因为回村的车已经没了，罗映贵一行
决定住在广元的朋友家，第二天再走。从
广元到县里，再从县里到村里，起码得

'

个小时。
我们就此道别，广元站的出站口，扯

了一条红色的横幅：欢迎广大农民工兄弟
回乡！

出了站，找了住处，我要等着
!-

日
到广元的另一个返乡的川妹子，去她家的
村子，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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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川妹子回乡记之二

广元 习近平会见山口那津男

想不明白就悠着点
!

叶小文

北
京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日本公

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山口作为日本安

倍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位日本执政党领

袖访华，尽管当前两国关系紧张，作为

礼仪之邦的中国，对访客还是以礼相

待，当然也再次传达了中国对日本愿意

以诚相处的信号。

山口行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因钓

鱼岛局势跌入低谷的两国关系深切忧

虑，认为“重要的是防止问题升级，预

防不测事态，缓和紧张局势”，提议

“双方军机都不要出现在钓鱼岛上空”。

山口这话虽不大明白，但想不明白

就悠着点，仍不失为一策。

说山口这话不大明白，是出现当前

的紧张局势实在是因为日方无理。近年

来，日本自卫队飞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

察活动不断加强，近期又不断扩大作战

飞机活动范围，频繁跟踪干扰中方公务

飞机正常巡航飞行和军机例行巡逻训练

活动，这是产生中日海空安全问题的根

源。对日方这一动向，中国军队保持高

度警惕。中方将坚决维护国家的空防安

全，坚决捍卫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正当权

利。希望日方尊重有关国际法规，切实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海空安全问

题。

说山口这话释出善意，毕竟还是希

望预防不测事态。但据说就这话，还引

来日本右翼一片骂声。

日本右翼就这么想的：只要下决心

挽起袖子与中国拼命，就能指望已经站

立起来、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再次吞

下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苦果。对于如此

的痴人说梦，狂人呓语，不知安倍晋三

首相是否也这样想？

以日本当前形势而论，容易出极端

主义。在全球经济萧条、危机不断引爆

的当今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失

业率普遍趋高的背景下，国民心态脆

弱，民族主义容易被极端主义发动和操

控为一种不理性的、短视的群众热潮。

而为了获取选票，政治家也容易被极端

主义操控甚至绑票，做出非理性的决

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
.

挑起事端，制

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深、把

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事情搞砸。

安倍晋三首相上任伊始，尽管为钓

鱼岛问题国内外四处游说，说了若干狠

话（当然也有软话），但观其所作所为，

倒是像一句日本谚语所说，“不是狗咬

尾巴，而是尾巴在戏弄狗”！

当然日本也并不乏想得明白透彻、

顺应历史潮流之士。习近平总书记昨天

对山口说：“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

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

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同样曾是日

本首相，大平正芳
$/+/

年的一个演讲

就预言：“在今后面向
!$

世纪的时代，

仍将袭来许多惊涛骇浪，日中之间在惊

涛骇浪中还有可能出现两国意志不同、

利害关系不同的局面。但若我们双方能

回首两国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的历史，不失掉我们今天怀有的相互信

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后代定

将面对世界为持久的两国和平友好关系

而自豪。”

不知在日本右翼极端主义的搅局之

下，“相互信赖之心”是否已丧失殆

尽？也不知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如何评价

两国建交时本已搁置的钓鱼岛之争？诚

恳地奉劝日本政要，还是通过对话磋商

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想不明白就悠着点。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日友
好

"!

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

罗映贵（左）和车全惠夫妇在列车上。 尹晓宇摄
世界海拔最高的县

西藏双湖县获批成立

漳州PX项目
叫 停

环保部

空客去年交付中国飞机125架

罗志军当选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学勇当选省长

为期
),

天的
!,$'

年春运
$

月
!-

日正式启动。春运

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

亿人次，比
!,$!

年

春运实际完成增长
0&-(

，其中铁路约
!&!%

亿人次，增长

)&-(

。图为在广西玉林火车站，列车员帮助乘车的旅客拿

行李。 李岳青摄（新华社发）

春运大幕 今天开启

蛇 年 新 春 渐 近

五洲喜迎佳节

随着中国传统新年的临近，世界各地华人迎

接农历蛇年新春的气氛日渐浓厚。

上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名参与者

在“千联牵心”书画春联义卖展推介现场展示书

法。 张纹综摄（新华社发）

右图：在加拿大温哥

华地区里士满市，市民到

商场购买春联。

梁 森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赵成）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

"#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习近平表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邦交正常化

(%

年
来，各领域合作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力促
进了两国各自的发展。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
没有变化。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
压舱石，应坚持遵守。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
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必须
着眼大局，把握方向，及时妥善处理好两国间存在的敏感问
题。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日方应正
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
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以史为鉴，才能面
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
题。中方重视山口在两国关系面临特殊形势之际访华，希望
公明党继续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山口那津男表示，公明党一直坚定致力于发展日中友
好，主张遵守日中间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作为日本
联合执政党之一，公明党将继承和弘扬日中友好传统，促
进两国交流与合作，推动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为
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山口那津男还向习近平转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
笔信。安倍在信中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承担着共同责任。我
愿从大局出发，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

西藏双湖县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双湖地处藏北羌塘高

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级行政区。图为双湖县县

城全景。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三千里路云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