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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纽约，在如影随形的抗议声浪
中，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抓住一切机
会，竭尽“作秀”之能事，制造“突破”
之假象。在各种场合，蔡英文造谣抹黑大
陆、刻意毒化两岸关系；俯首甘当美国

“棋子”、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每逢岛内选
举，民进党及其当局领导人总会煽动两岸
敌意、升高两岸对抗、激化矛盾冲突、恶
化两岸关系，采用故意冲撞的“碰瓷”手
法来挑衅和激怒大陆，以此制造恐惧和仇
恨来骗取选票。此番过境美国，蔡英文玩
的就是“挟洋自重”、“联美抗陆”把戏。
只是这一次，蔡英文还未“粉墨登场”，两
岸民众早已看破她的嘴脸，坐等拆穿其谎
言、识破其骗术。

此番过境美国，蔡英文张嘴闭嘴“民
主、自由、人权”，强调“台湾站在民主的

最前线”，以此跟美国某些人套近乎、博同
情。但人们看到的事实是，“民进党打着民
主反民主”，在他们的胡作非为之下，台湾
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民进党
欺世盗名的“遮羞布”。民进党借所谓“转型
正义”，行“台独分裂”之实，党同伐异、弄权
愚民；借“台湾安全”之名，行“绿色恐怖”之
实，阻挠两岸交流、损害台胞福祉。于是，在
民进党治下，“台独”言行可以招摇过市，主
张“统一”的人们却要遭到打压；为德不卒

的人可以“沐猴而冠”，正当遴选产生的公
职人员却无法履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民进党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早就
沦为世人的笑柄。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闭门座谈中，蔡英
文还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诋毁“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实践，一方面暴露了她的虚
妄和居心，一方面也暴露了她的恐惧和绝
望。“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
案，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保持了长期繁荣

稳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功，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
事实。“一国两制”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
佳方式，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
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有强大祖国
做依靠，届时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
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
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蔡英文企图借诋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实
践，来阻挠两岸统一的进程，这种伎俩不

过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中国 必 须 统 一 ， 也 必 然 统 一 。“ 台

独”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动，违两岸民
心而为，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注定失
败。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
来干涉。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两
岸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都不要低估中国
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定意志。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蔡英文又借过境玩“碰瓷”
■ 吴亚明

是个好地方 ③

据新华社卢森堡 7月 13日
电（记者沈忠浩、潘革平） 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理
事会 13 日批准贝宁、吉布提、
卢旺达加入亚投行。至此，亚投
行成员总数达到100个。

亚投行理事会是在卢森堡举
行的第四届理事会年会上作出上
述决定的。根据相关规定，此次新
增的三个域外成员尚需完成各自
国内程序并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
资，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
投行成员占全球人口的 78％，
占全球GDP的63％。“在所有成
员的支持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精简、廉洁、绿色的机构，支持
各成员实现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批准
18 个成员的 46 个贷款项目，贷
款总额85亿美元。

（详细报道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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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风景！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有
彩色纱巾飞舞的‘阿姨团’，有穿着学士服的‘大学生毕业
旅行团’，有全家三代同游的‘亲子团’，大家都玩嗨了！”在
新疆喀纳斯景区，来自北京的游客季轲兴奋地告诉记者。

浩瀚沙漠、苍茫戈壁、葱郁绿洲、广袤草原、逶迤雪山、
湛蓝湖泊、丝路古道……新疆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资源。
近日，进入旅游旺季的新疆各景区景点每天都迎来众多海
内外游客。稳定红利持续释放，人气旺、信心足、动力强，游
客与当地居民共享多元文化和美好生活。

大美新疆人气越来越旺

炎炎盛夏，伴随气温升高的是人气旺盛的旅游热
潮。乌鲁木齐市的大巴扎是游客来疆必游之地，今年6月
以来，大巴扎景区已接待游客170多万人次。6月到10月
期间，新疆将举办 390 项文化旅游活动，包括节庆、采
摘、文体、研学等多种主题。

夏季的喀纳斯，高山草甸上各色野花绽放，碧蓝的
湖水与茂密的森林构成绝美景观。季轲告诉记者：“我的
朋友小琪此行是专门为探险越野赛到了喀纳斯。这项比
赛已成为国内越野跑友圈的顶级赛事，每年都会吸引大
批爱好者。”

傍晚时分，喀什古城景区对面的美食广场热闹非
凡。天南地北的食客们在100多个摊位享受着舌尖上的美
味。今年 1 至 4 月，喀什市接待游客 123.9 万人次，同比
增长 30.8%；“五一”假期接待游客 19.9 万人次，同比增
长370.3%，创历史新高。

中国西海·博斯腾湖第十一届开湖季近日在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的博湖县拉开大幕。15项文化活动、30余项
水上娱乐体验点燃夏季旅游。多年报道新疆旅游的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陈雅萍说：“新疆旅游现在人气很旺，
开湖季开幕当天就吸引了 10万游客。附近的巴音布鲁克
景区平均每天接待 5000 人，小长假能达到 3 万多人。到
晚上10点半，还有不少游客在景区拍摄。”

红色旅游在新疆也越来越火。新疆日前推出“传承红
色基因旅游线路”“屯垦戍边旅游线路”等10条红色旅游线
路，不仅丰富了新疆夏季旅游产品，还可让游客深刻感受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发生的巨变。

从喀纳斯到天山天池，从巴音布鲁克到塔克拉玛
干，游人如织成为常态。新疆从去年实施“旅游兴疆”
战略以来，旅游市场一派红火，热度较往年明显提升。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获悉，今年1至5月，赴
疆游客人数接近 5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1%；实现旅游收
入 710 多亿元，同比增长 54%。现在正是新疆旅游旺季，阿
勒泰推出的 3 条低空环飞航线，串起了当地多个 5A 级景
区。很多游客点赞：“新疆这么美，值得再来！”

文化为旅游发展添亮色

新疆丰富多元、和谐繁荣的文化生活吸引着当地
人，也吸引着游客。美好生活，主客共享，折射着新疆
的独特魅力。

盛夏，新疆各地的夜市纷纷开张，为新疆夜间文化生
活增添了亮色。和田夜市汇集民族特色美食、民族歌舞演
艺、旅游特色产品等，是和田乃至新疆旅游的一张名片。其
中，老和田夜市有 260 户商户，带动 500 多人就业；和田夜
市（环湖店）也于今年初开业，日最高流动客流可达万人。

对于在乌鲁木齐长大的人来说，五一夜市不仅囊括了
最地道的新疆本土特色美食，更包含一种情结。今年，五一
夜市重出江湖，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姑娘常雪姣说：“天还
没黑，夜市就已人头攒动。不变的是烟火的气息、诱人的美
食和小贩的吆喝，改变的是夜市的规模比之前更大、管理
更规范、游客更多。我邻桌坐着两位上海游客，他们说，五
一夜市给此行画上了圆满句号，品尝了正宗的新疆美食，

更感受到了新疆人多彩的夜生活，跟他们来新疆前的想象
完全不一样，原来乌鲁木齐的夜晚这么热闹好玩啊！”

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夜市也颇有名气。当地歌舞团的
姑娘小伙子们打开一辆“变形金刚”般的专业演出车，有舞
台、音响、灯光、干冰等专业设备。节目大都是由当地少数
民族传统歌舞改编而来，食客边吃边看。旅游达人璇子告
诉记者：“刚开始游客们还有一点点拘谨，后来放开了，演
员、当地居民和游客一起跳舞。在互动环节时，有一位年长
的哈萨克族老爷爷也参与其中，成了当晚的‘舞王’。”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新疆充分挖掘文
化消费这座富矿，开发更多的文化产品，为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比如文创产品就成了“香饽
饽”，自治区博物馆文创商店研发出高昌智慧系列、草原
石人系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系列等近 300种文创产品，
平均日销量上百件。新疆注重文旅融合发展，让“诗和
远方”珠联璧合。今年，新疆着力构建新疆旅游品牌体
系，推出包括历史文化旅游、冬季旅游、冰雪旅游和冰
雪运动等一批知名旅游品牌和精品。在伊犁，以“马”
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体验不仅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还
给当地牧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新疆旅游业成投资蓝海

不断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了“美
在公路、美在服务”的全新体验。据介绍，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实施了独库公路风景道项目，开展国家公路网命
名编号调整工作，增设完善景区旅游标志 1118处；实施
53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提升品质创建和普通国省干线16个
站点服务设施升级改造项目；为提升沿线自驾游路况水
平，实施16个养护大中修工程等。

为加快构建新疆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让更多
游客畅游丝绸之路，新疆将建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新
欧亚大陆桥为主轴、环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为两
翼，东联西出、南北畅通的道路运输服务网络，实现区
域内的协调融通、天山南北的便捷联通。

新疆旅游资源数量多、类型全、禀赋好、品质高，

发展潜力大。同时，新疆良好的社会环境，带来稳定的
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旅游业发展添加新动能。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获悉，新疆天空之
城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在赛里木湖景区投资开发热气球、
动力三角翼、直升机等低空游项目；新疆新驿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高端连锁酒店和房车营地。

王原是北京人，2010 年一次新疆之行改变了她的人
生轨迹。“当时，新疆旅游正处于低迷期，我将方向锁定
在尚未成为主流的自驾游，希望通过自驾游群体告诉大
家新疆有多么美好，开发新兴市场，振兴新疆旅游业。”
王原向记者回忆她的创业历程。

近 10年间，王原的公司开发了许多已被游客熟知的
自驾游产品，包括独库公路自驾游、准噶尔盆地自驾
游、北疆东线自驾游、南疆环线自驾游等。王原说：“现
在，新疆旅游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一房难求’‘一车
难求’在旅游旺季很普遍。新疆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爱新疆，也希望有更多人通过我了解新疆、爱上新
疆。”

房车营地是新疆旅游的一片新蓝海，吸引着投资者
目光。今年，由北京新板资本、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公
司、新疆中泰集团联合投资成立了新疆房车营地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龙介绍说：“新疆已成为一片投资
兴业的热土。我们公司将在新疆的5A级景区、4A级景区
和多个机场，打造 64 个景区营地、22 个机场中转营地，
实现游客在新疆的‘快进快出多停留’，形成新疆最大自
驾游产品和营地项目。”

“新疆禾木是我理想生活开始的地方和实现的地方。
我走过全国上百个村落，寻找梦中的乡村模样。直至来
到禾木，我想‘就是这里了！’”3年前，“90后”姑娘达
娜从广州一家杂志社辞职，和男友一起到阿勒泰禾木村
创业投资，将木屋改造成民宿。“3年来，我们和当地人
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过着诗一般的田园生活，民宿接
待的客人也越来越多。”达娜说，她相信，美丽的新疆一
定能引来更多游客，呈现更旺的人气。

题图：空中俯瞰新疆喀纳斯景区月亮湾。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新疆这么美新疆这么美，，值得再来值得再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珊珊

游泳世锦赛

中国军团再夺三金
辛鑫书写公开水域历史新纪录

7月14日，在韩国丽水举行的2019光州游泳世锦赛女子10
公里公开水域决赛中，中国选手辛鑫以1小时54分47秒20的成
绩获得冠军。这是中国游泳第一次收获世锦赛公开水域金牌，
也为亚洲选手实现了世锦赛公开水域游泳奖牌零的突破。中国
选手王宗源在跳水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以 440.25分的总成绩获得
金牌。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中国小将卢为/张家齐在女双 10 米
台决赛中轻松摘金。

图为冠军中国选手辛鑫（中）、亚军美国选手安德森（左）和季
军意大利选手布鲁妮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夏一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