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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纪念创刊60周年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杨鸥） 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

《诗刊》 创刊 60 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诗
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诗歌刊物，《诗刊》60年的发展见
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发展，已成为中国广大诗人和诗歌爱
好者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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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防去年缉毒8.4吨
本报昆明1月23日电（谢丽勋）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日前在

昆明召开表彰大会，表彰2016年度在公安边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0余个集体、2000余名个人立功受奖。

据统计，2016年该总队查获毒品案件近2700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近2500人，缴毒突破近8.4吨，缉枪3000余支，查破走私案件
案值近4.4亿元，破获偷渡案件120起、抓获人员偷渡717人。

“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
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
月 17 日，瑞士达沃斯，习近平主席在
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号
召。他的演讲，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引
起了持续至今的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
天，习近平代表中国，对经济全球化
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中国的“快
车”与“便车”，既是诚意，也是实实
在在的机遇。

真诚与真机遇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习近平第一
次向各国发出这样的邀请了。

2014年8月，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
尔发表演讲时，习近平表示，“欢迎大
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
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015
年 11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
时，他表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
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
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
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2016年
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
谈会上，他强调，中国欢迎各方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
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

中国既有让各国“搭车”的真诚态
度，也有具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始终向世界提供着广阔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中的典
型。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
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
多亿美元。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带
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
界”。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
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不断取
得进展，也让外界看到越来越多与中
国合作的方向。

开放中谋共发展

1 月 16 日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
望》 报告，根据其独立分析，2016 年
中国经济增速重回世界第一，这与中
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公布的数据一致。
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奥伯斯菲尔德
表示：“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仍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我们上调
了对中国 2017 年的增长预测，这是
2017 年全球复苏预计加快的一个关键

支撑因素。”
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30%以上。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于
世界来说，意味着共同发展的机遇。

无论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还是近些年来积极与
各国开展自由贸易合作，中国始终是
全球化的支持者，始终融入世界经济
的发展中。

中国人民的勤劳苦干，成为世界
经济中一股“正能量”。这几年，中国
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十三五”
规 划 纲 要 等 的 相 继 出 炉 ，“ 一 带 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
战略的提出与推行，则在推动中国走
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同时，打开了更多
与各国合作的窗口。

大门始终开放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深知“闭关锁
国”之害，中国一定是其中之一。习近平
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明确表明，中国将大
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中
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
关上”。

事实上，这个承诺的背后，是不
断出台的相关制度和中国更加开放的

投资环境。不久前，国务院印发 《关
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
施的通知》，提出了20项措施，其目的
就是要大力创造更加开放便利、透明
的营商环境，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以及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
2017 年将持续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
革，具体包括统一内、外资法律法
规，加快推进 《外国投资法》 立法进
程，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
期等。外资也以实际行动，证明着对
投资中国的信心。

“亿万人同时迁徙，只为一次团圆。”近日，英国
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新年：全球最大的庆
典》在海内外引起热议，镜头展示的中国春节文化拨
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文化“走出
去”，春节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越来越为世界
人民所熟悉和喜爱。本报采访了多名外国友人，听他
们讲述与春节有关的故事。

阖家团圆庆佳节

清晨 6 点半，牙买加姑娘兰月儿（中文名）赶到北
京西站，准备搭乘高铁去湖南好友家过春节。年关将
近，车站里满是提着大箱小包返乡过年的人，显得繁忙
而又热闹。“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类似中国春节这样阖家
团圆的节日。”兰月儿对笔者说，“虽然春运期间车票紧
张，但保持回家团聚的传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湖南邵阳一个叫五峰铺的小镇，兰月儿受到当
地村民的热情款待。“他们杀猪宰鸡来招待我，还准
备了新鲜的水果和自家园子里产的蔬菜。我和朋友一
家拍了全家福，感觉特别温暖，仿佛在中国也有了一
个家。”

祭灶神、买新衣这些春节习俗，让兰月儿觉得很
有趣。她兴致勃勃地逛了乡村集市，并在微信朋友圈
分享了当地人置办年货的小视频。“我知道中国人会
在春节时祭祀祖先，这是一种怀念先人的很有意义的

方式。”兰月儿说，“我的曾祖父和曾外公都来自中国
南方，我所经历的正是他们从前经历过的传统，这对
我来说也是梦想的一种实现。”

难忘除夕年夜饭

2005年从也门来到中国的阿德（中文名），已在中
国度过了五六个春节，他最难忘的是在清华大学读研
究生时度过的一个除夕。“在听涛园食堂，留校过年的
师生一起吃年夜饭，唱歌跳舞，十分欢乐。校长也来看
望我们，还给大家发了压岁钱。”阿德对笔者回忆说。

如今，阿德已是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联合创始
人，近两年春节，他都去合伙人家里吃年夜饭。“我们一
起准备丰盛的晚餐，吃完饭后看央视春晚。我尤其喜欢
看小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许多热点现象。”去
年除夕夜，阿德从朋友住处返家途中，遇到几个放烟花
庆祝新年的人，便兴奋地加入了他们。“这让我想起在
家乡过古尔邦节的情景，我们的习俗也会放烟花。”

在越南留学生邓氏福厚看来，中国春节与越南春
节颇为相似。“一家人欢聚一堂迎接新年，吃年夜
饭、放烟花、看晚会。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在饮食上，
中国人过年吃饺子，越南人吃的是粽子。”

邓氏福厚告诉笔者，春节期间她会用微信跟中国
朋友拜年，还会在手机上“抢红包”。“明年春节我打
算留在中国，和同寝室的越南女生一起去上海、杭
州、长沙等城市旅游。”福厚说，“很期待能体验中国

各地过年的特色，我最感兴趣的是春节期间的美食。”

海外掀起春节热

“春节是个喜庆隆重的节日，从纪录片里看到中国
人千方百计赶回家过年，感觉比西方人对圣诞节的重
视更胜一筹。”荷兰小伙子兔牙（中文名）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兔牙的女朋友是中国人，今年春节，他会给女朋
友准备一个压岁钱红包，跟她国内的家人视频拜年，还
会一起吃火锅，去鹿特丹或海牙的唐人街感受年味儿。

鹿特丹今年春节活动很丰富，有戏曲表演、舞龙
舞狮和中国烹饪课堂等，还会有中国春节的讲座。

“鹿特丹的美食电车在春节期间特别供应中国小吃，
我们打算去尝尝。”兔牙的女朋友介绍说，美食电车
是由城里最古老的电车改造成的“移动餐厅”，乘客
坐在车上一边品味美食，一边环游全城。

中国“快车”“便车”吸引力日增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喻思娈） 记者23日从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我国首颗1米分辨率C频段多极化合
成孔径雷达 （SAR） 卫星高分三号正式投入使用。高分三
号卫星在轨运行的5个月时间内，圆满完成卫星平台系统测
试、卫星载荷系统功能测试、星地一体化和地面系统测试
等任务，状态良好，达到研制设计要求。

高分三号卫星于 2016年 8月 10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升空。之后，圆满完成了各项测试内容。在轨测
试结果表明：高分三号卫星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
求，成功实现了不同模式下1米至500米分辨率，10千米至
650千米幅宽的对地观测。

高分三号卫星是我国首颗长寿命设计的低轨遥感卫
星，在研制过程中采取了50多项创新技术，综合技术达到
国际同类卫星先进水平。

高分三号卫星投入使用高分三号卫星投入使用

当外国人爱上中国春节……
邹雅婷 李 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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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济南1月23日电 2017年 1月 23日，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
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苏荣以受
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荣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苏荣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本人直
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6亿
余元；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027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保障冬春困难群众生活

中央财政预拨917.8亿元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尹晓宇）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

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有关情况政策吹风会上
表示，为保障好冬春困难群众生活，中央财政已预拨 917.8 亿
元，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民政部确定 2016—
2017年全国冬春期间需口粮救助人口为5197万人，需衣被取暖
救助为1711万人。目前，所有省份均已将中央冬春救灾资金下
拨至市县，80%的资金已发放到户，其余的也将在近期发放到受
灾群众手中。各地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本级救灾资金
和物资投入力度。据统计，湖北、四川等24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 安排下拨了本级冬春救灾资金共7.89亿元。

新春慰问军烈属 1月23日，春节将至，上海七宝古镇老街已红灯笼高挂，迎接春节，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周东潮摄 （人民视觉）

红灯笼高挂迎春节

商海春作商海春作

春节前夕，武警江西省总队扶贫小组来到赣州市定南县龙塘
镇长富村，开展新春走基层扶贫义诊活动。他们走访慰问了59户
军烈属、退伍军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家庭，并送去生活用品和
慰问金。图为医务人员为村民体检。 曹先训 刘晓晖摄影报道

1 月 23 日，境外非政府组织驻京代表机构登记证书颁
发仪式在北京举行，20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现场获
颁登记证书。目前，全国各省级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
登记备案受理窗口均已对外开放，依法为境外非政府组织
提供登记备案服务。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境外非政府组织
驻京机构领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