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黄金周即将落下帷幕，许多人已踏
上返程的路途。

这个长假，百姓出行依旧热情高涨。国家假
日办统计，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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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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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全国纳入监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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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景区接待游客累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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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
假期里，人们走得如何，玩儿的咋样？

今年“十一”，有多少人在路上？
据交通、铁路、民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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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假，全国
将有

#'()

亿人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平均
每天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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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这一出行人数，超过去年的国
庆

)

天，也比今年的春节
$

天多出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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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百姓扎堆出行，各地运力够不够用？
“总的来说，没问题！”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梁
晓安说，“十一”假期，全国平均每天发出

)*

万辆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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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班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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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艘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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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客位。大小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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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辆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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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出租车等“担”起客运大任。
今年国庆，不对小客车收费的高速公路仍堵

得厉害，但引起的网络漩涡前所未有，相关词条
一直占据热门榜单。“国庆最浪漫的事，就是在
高速公路看堵车，看高速公路变‘龟速公路’，
再成免费停车场。”网友调侃之余，还晒出照片：
“高速停车场”上，有遛狗的、打扑克的、跳长
绳的，而更多的人望眼欲穿……

在高速路疏堵上，相比去年，有关部门做了更
多准备。节前，交通部制定办法，规范小客车免费
通行的方方面面；假期中，广州交警今年在高速路
上首试“潮汐式”放行，调控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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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返程高
峰显现，四川交警用“三级分流”来治堵……

今年国庆节前，因《旅游法》将至，国庆出游线
路要上涨，旅游市场迎来了“史上最热中秋”，当时
业内预计“十一”长假将遇冷，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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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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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川九寨沟景区人太多，致道
路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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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游客滞留山上，“上不去下不
来，受罪！”

火爆的不仅是九寨沟，假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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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游
客进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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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好汉登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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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入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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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游中山陵”。
游客“井喷”，各地有关部门纷纷出招。黄

山提前出票、延时服务，提高通行能力；厦门短
信游客，通报交通拥堵点；丽江古城则实时监控
人流，增加进出通道……

而关于门票，今年国庆前，发改委部署全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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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景区，包括武当山、香格里拉等，在黄金周
实行门票价格优惠，平均优惠幅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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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游客却发现优惠并没落到实处。很多热点

景区仍是原价，还有一些采取提前涨价、增加二
次消费、错峰降价的手段弥补降价损失。

今年“十一”长假，家庭游、自驾游、出境游是
三大主力，而新鲜的出行方式也为假日增添乐趣。

在北京、苏州等地，一系列极富特色的家庭
游路线、主题活动频推出，游客边游山玩水边享
天伦之乐；哈尔滨、福建等地迎来大批自驾游、
自助游“驴友”，散客化特征凸显。

尽管受到《旅游法》的一定影响，出境游客
流仍“在逆境中成长”。据悉，长假前

&

日，上
海两大空港口岸出境人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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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同比上
升

$,

，延续攀升态势；而西双版纳磨憨口岸今
年的“十一”出境游甚至超过往年。

同时，一些新的出行方式，如快捷的“高铁
游”、省钱的“团购游”、浪漫的“相亲游”、老
年人的“候鸟游”等也悄然兴起。

此外，汽车露营、徒步旅行等不扎堆的旅行
方式因其方便、轻松、舒适等特质，逐渐成为假
日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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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

你玩好了吗？
严 冰 鲍贞烨 鲁 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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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山塘

古街景区实行免费
#

年

来，客流大增。

王建康摄（新华社发）

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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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秦刚

!

日就媒体报道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在亚太经合组织主权国家外长非正式早餐会上
提及海上安全问题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称，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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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亚太经合组织主权国家外长非正式
早餐会上提及海上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海上活动
表示关切。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秦刚说，关于你提到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
"#

月
$

日亚太经合组织主权国家外长非正式早餐会上

提及海上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已当
场表示，亚太经合组织是经贸合作论坛，多年来始终
坚持不引入政治安全和敏感争议问题的传统。个别
国家的炒作意在达到自身政治目的，这种做法不得
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秦刚说，长期以来，本地区的航行自由和安
全都不存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各国海上安
全应该得到保障，积极参与地区海上安全合作，
这是有目共睹的。炒作所谓海上安全问题，不利
于维护航行自由和安全的真正努力。

就日本外相提及海上安全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据新华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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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伍振、齐中熙） 中国
铁建十八局集团承建的云桂
铁路 （昆明至南宁） 南盘江
特大桥钢管拱日前精确合龙。

云桂铁路南盘江特大桥
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弥勒市与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丘北县交界处，大桥

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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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最高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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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桥面到江面的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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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主桥跨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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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云桂铁路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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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设计时速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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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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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通车，建成
后，从昆明到南宁的行车时
间将由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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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缩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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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云桂铁路南盘江大桥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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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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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云南西双版纳边防支队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当场缴获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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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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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

图为警官在称量缴获的冰毒。

万霜降摄（新华社发）

西双版纳
缴获冰毒近40千克

你路上“添堵”了吗？

你享受优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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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市西来

堰大桥，车辆行驶缓慢。

姚永亮摄（新华社发）

浙江沿海备战“菲特”

你出行新潮了吗？

国庆黄金周期间，马术嘉年华亮相北京朝阳

国际旅游文化节。图为文化节上的马术表演。

本报记者 赵 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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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沙湖景

区，游客骑乘骆驼。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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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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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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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主席对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外交，多领域
合作。这片海天一色的大地，时钟拨到了
“中国时间”，传递出更多“亚洲声音”。

北京
+

雅加达
+

吉隆坡，湛蓝苍穹中，
飞机划出了一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
优美弧线。

从中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再
到中国—东盟。命运相似，梦想相通。

站在攸关未来的路口

时隔
&#

载，习主席再次踏上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美丽的土地。

访问期间，谈起中印尼、中马友好关
系，习主席说，今天的友好，拥有充分的

历史理由和基础。
明代航海家郑和，

*

次扬帆远航，
$

次驻节马六甲，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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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习主席曾到马六
甲探访历史。眺望远方，天高云淡，引发
了多少历史遐思。
“中印尼友好”图片展，习主席时而

驻足，时而忖量。徜徉于展厅，习主席端
详着、品味着。

印尼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
一。两国关系一度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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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交后，
双边关系日新月异，仿佛要追上荏苒的光
阴。习主席对印尼总统苏西洛说：“你不
仅是印尼国家建设的领路人，也是中印尼
战略伙伴关系的开拓者，为两国友好合作
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时，正逢冷战时
期。习主席多次表示：“马来西亚是第一
个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是首个推动
东盟与中国开始对话进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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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利姆担任马来西亚最高元
首期间，中马正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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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这位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习主席举行盛大
欢迎仪式，表达对中国贵宾的敬重。锦旗
招展，礼炮轰响，内阁部长、驻马外国使
节悉数出席，场面蔚为壮观。

习主席抵达吉隆坡当晚，马来西亚总
理纳吉布夫妇特设家宴，欢迎习主席夫
妇。双方在亲切、友好、轻松的气氛中，
叙友情、话未来。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
道：“一见如故。”

习主席诚挚邀请：“明年是中马建交
(#

周年，欢迎哈利姆最高元首、纳吉布总
理访问中国，期待在北京再次见面。”

习主席同苏西洛总统、纳吉布总理决
定，将中印尼关系、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在印尼国会的演讲，是习主席访问的
一场重头戏。这是印尼国会首次邀请外国
元首莅临演讲，这表达了印尼人民对中国
领导人的特殊敬意。习主席用了很大篇幅
阐述中国—东盟关系。

习主席在演讲中郑重提出了“携手建
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
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
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
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习主席的倡议引起广泛共鸣。

打开共享机遇的大门

习主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席了两场
经济峰会，苏西洛总统和纳吉布总理分别
陪同。苏西洛总统在经济峰会致辞时打了
一个比方，说印尼和中国有相似的梦想，
也在寻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们两国
是“异床同梦”。纳吉布总理对中国梦也

有深刻思考：“亚洲发展的美好愿景，同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是相通的。”听众为他们的精彩之语热情
鼓掌。

会谈时，习主席提出深化中马合作
$

点建议，纳吉布总理当即表示：“我完全
赞同中方合作建议，这些设想意义重大，
将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
体化进程，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倡议筹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中国为推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一个重大构
想，也是中国为推进中国—东盟合作采取
的一个重大举措。

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西洛总统作出积
极回应。纳吉布总理说，马方完全支持并
愿意考虑参加，中方倡议将帮助东盟发

展。东盟一些国家和国际舆论也高度关注
中国的这一倡议，予以积极评价。

中印尼、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应时
而生，开启了务实合作新篇章。习主席
说：“有了顶层设计，再加上高层推动，
相信未来经贸关系会发展得更好。”

合作，正指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中马
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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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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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的目标，让无数企业家捕捉到了商机。从
经贸、金融、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制造
业等传统领域，到“上天入海”的航天、
海上等新兴领域，合作范畴不断拓展。

敞开交融互鉴的心扉

这是一场文化交融互鉴之旅。
阿巴嘎坝 （大家好），德里马嘎西

（谢谢） ……印尼访问期间，习主席在致
辞时引用印尼语，现场掌声一片。不少印
尼朋友用中文热情回答：“谢谢！”

走进古老的印尼国家博物馆，歌声飞
扬，青春洋溢。当地儿童用清亮的嗓音合
唱两国国歌，曲调时而激昂，时而婉转，
诉说着人们共同度过的峥嵘岁月。习主席
认真倾听。

中国，漓江，苏西洛总统当年畅游甲
天下的山水触景生情，不由得写下了歌词
《宁静》，表达他被中国秀美山水激发的思
乡之情。

印尼国会演讲现场，习主席提及了这
首歌：“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
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

马来西亚，在纳吉布总理夫人罗斯玛
赫陪同下，彭丽媛出席了儿童艺术教育项
目专场音乐会。孩子们用中文演唱 《让世
界充满爱》，熟悉的旋律，激昂的歌声，
唱出共同的心声，浸润心灵，感人泪下。

中国、东南亚，两个悠久灿烂的文明
在这里交汇。

民间交往，有
)

个名称可以让人们窥
斑见豹———

一个名称是“救援者”。灾难救援，
谱写了大爱无疆的真情。

一个名称是“亲历者”。华侨华人，
见证着根脉相连、切水不断的情谊。

还有一个名称———青年。民族未来，
也是国与国关系的未来。

在纳吉布总理精心准备的家宴上，他
正在学习中文的小儿子见到了尊贵的中国
客人。纳吉布总理考虑送他到北京去学
习。中马友好的足迹，要代代传承。

在印尼参观“中印尼友好”图片展时，
习主席遇到了正在观看展览的中印尼两国
青年学生，寄语他们努力学好知识，增长促
进中印尼友好的才能，搭建两国人民友谊
的桥梁，为中印尼友好事业贡献聪明才智。
（本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

月
#

日电）

美丽的弧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记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

本报记者 杜尚泽

本报天津
!"

月
#

日电 （记
者陈杰、朱虹、刘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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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晚，由东亚运动会联合会举行
的青年体育文化盛会第六届东亚
运动会在天津体育馆拉开帷幕。
本届东亚运动会设

%+

个比赛大
项、

%*+

个小项，共有
%+%%

名运
动员参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宣
布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开幕。

参加本届东亚运动会的有中
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韩
国、中国澳门、蒙古、中华台
北、关岛 （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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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

$*%

人组
成，其中运动员

*!#

人，将参加
全部

%+

个大项、
%+$

个小项的
比赛。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简化仪式
流程，不安排火炬传递、火炬入
场和点燃火炬仪式，不燃放焰
火。文艺演出演职人员由数千人
减少到

!*""

人。
东亚运动会创办于

",,)

年，
中国上海、韩国釜山、日本大
阪、中国澳门和香港先后举办了
前五届。

图为开幕式表演。

新华社记者 焦卫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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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受强台风“菲特”影响，浙江省沿海掀起数米高的

巨浪。预计“菲特”将于
!"

月
#

日晚上到
$

日上午在浙江温岭到福

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图为在温岭石塘港，巨浪扑向堤坝。

郏 策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