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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
电 12 月 10 日，纪念《世界人
权宣言》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强
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
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民
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
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
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
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
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
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国发展成就归结到一
点，就是亿万中国人民生活
日益改善。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发
展，人权在进步。中国坚持把
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
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
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
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
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
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要求，我国人权
研究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守
正创新，为丰富人类文明多
样性、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座谈会
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讲
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
信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
人权观，为新时代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讲好中国人权
故事，深化人权理论研究，促
进人权领域交流，扎实做好
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
巴平措、中国人权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黄孟复在座谈会上
发言。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
表 70周年座谈会由中国人权
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
会共同举办。来自国家人权行
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
位有关负责人和人权专家学
者等约 150人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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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
平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深互信，合作共赢，推动中德全方

位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让中德合作取得更多有
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成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的演变。中

德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双多
边合作，在造福两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提出以下主张：

深化中德关系，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基础。合作共赢始终
是中德双方政府和各界的主流意愿。双方要总结中德关系
的成功经验，继续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尊重彼此的发展
道路。中方愿同德方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双边丰富
多样的对话机制，加强政策沟通。

保持中德关系的活力，需要坚持开放和创新合作。今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已
捷足先登。我们愿意同包括德国在内各国继续分享中国发
展的红利，同时也希望德国继续对中国投资保持开放。

拓宽合作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提供重要平台。
中方愿同欧方、德方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推进欧亚互
联互通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共同做大亚欧大市
场。我们愿同德方及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好中欧班列这条贸
易大通道。

双方要持之以恒推进人文交往，积极为文化、教育、青
年、体育等广泛领域交流搭建更多平台。

双方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推
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共同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中欧双方应当也可以在共同维护
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等方面相互配合和支持，以中欧
合作来维护多边主义，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希望德方继
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施泰因迈尔表示，很高兴以德国总统身份首次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使我更加钦佩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成功使
几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解决温饱问题，这一成就不容忽
视。时隔 10 年再次回到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后的灾区面貌
令人印象深刻。德方对德中关系发展感到满意，愿同中方加
强对话，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缩小分歧，深化合作，密切在
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德国反对任何形
式的保护主义，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欧中互利合作，促进欧亚
地区同中国的互联互通。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施泰因迈尔
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丁仲礼、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
参加。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举行会谈

12 月 10 日，大（理）瑞（丽）铁路怒江四线特
大桥钢桁拱合龙。大桥主跨达 490 米的钢桁拱，是
目前世界上铁路拱桥的最大跨度。 新华社发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黄河山西河津段 30 多
公里的河道全线出现流凌，大小不等的流凌顺流而
下，场面壮观。 新华社发（薛俊摄）

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拱桥合龙 黄河山西河津段出现流凌

▲ 12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为施泰因迈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新华社记者

2018 年 12 月 1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迎来成立 60 周
年的盛大节日！

60 载，沧桑砥砺，春华秋实。从西南边陲到开放前沿，
从深山天堑到区域枢纽，从贫穷落后到大步迈向全面小康，
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600 多万各族人民“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安居乐业、亲如一家，共同建设
美好家园，携手描绘美丽画卷。

守望相助：多民族水乳交融，共谋幸福生活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全区有 12 个民族自治县和 59
个民族乡，其中包括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多年来，
融洽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广西各族群众满意度最高的社会
发展指标之一。

在广西，由“两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家庭超过
130 万个。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八滩村的侯光祖就生活
在这样一个家庭。侯光祖的外公是壮族，外婆是苗族，他们
的两个女儿，一个招了侗族上门女婿，育有侯光祖和弟弟，
兄弟俩又分别娶了瑶族和汉族媳妇。逢年过节，“侗族习惯

吃酸肉，壮族风俗是打糍粑，苗族喜欢打油茶，这些特色食
物都会摆上我们的餐桌。”侯光祖说，一家 11 口人虽然语言
和习俗不同，但生活其乐融融。

守望相助，亲如一家，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八桂大地随处
可见。

在位于黔桂交界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陈双村，
毛南族、苗族和壮族群众呈“品”字居住，相隔不过数百米，
苗族群众是 20 多年前从大山深处搬迁而来。苗族群众没有
水牛、不会种稻谷，壮族、毛南族群众给他们提供水牛、收割
机，教他们种稻谷、种甘蔗、养蚕。

“近年来，砂糖橘行情较好，擅长种砂糖橘的苗族群众
成了‘领头羊’。”53 岁的毛南族群众谭木长说，苗族群众主
动带着毛南族、壮族群众一起种砂糖橘，三个民族群众如同
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

柳州市鱼峰区大龙潭社区，生活着壮、汉、苗、瑶等 14
个民族 1500 多居民。多年来，每逢节假日，大龙潭社区就举
办各种联谊活动，百家宴是这个社区各族群众最喜欢的聚
会方式，他们拿出本民族特色美食共享，油茶、糍粑、五色糯
米饭……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尝美食，一边唱山歌。瑶族居
民盘丽珍说：“在一碗碗油茶、一把把五色糯米饭、一条条酸
鱼中，邻里感情和民族友谊不断增进。”

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素有“民族之家”美誉，聚居着壮、
苗、瑶、满、维吾尔族等 20 个少数民族居民 3800 多人。多年
来，社区一直保持着各民族群众一起过节的传统，无论是元
宵节、壮族三月三、端午节还是古尔邦节，大家都欢聚一堂。

为了让民族团结之树深深扎根，广西将民族团结理念
融入学校、机关、社区、企业、乡村等；在小学、初中、高中、中
等专业学校开设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并将相关教材纳入义
务教育阶段教科书。

携手发展：矢志同心实干，共建美好家园

在我国唯一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45 岁的贫困户罗东
贤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深度贫困的纳翁乡板阳村深山里。
近年来，当地政府将县城“黄金地段”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搬进县城的贫困户都可选择加入合作社发展猕猴桃产
业，或获得一间门面发展生产，由政府代付租金 5 年，或接
受在周边企业安排就业。 （下转 2 版）

携手描绘八桂大地上的美丽画卷
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之际

辉煌 60 年·壮美新广西

新华社记者邹伟、林晖、丁小溪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栉风沐雨。
在命运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举旗定向，在决定成败的发

展关键期把舵领航，40 年来，党带领人民不断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持续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根基。13 亿多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
昂扬姿态，行进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

自信之基

——— 改革开放成就伟大飞跃，中华民族

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1 月 22 日，北京，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 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展厅内，观者如云。

“我们就是照片里的人。”

手指展墙，四川省若尔盖县折勿村支部书记哈科高兴
地讲述照片背后的生活巨变：家家户户接通了宽带，看上了
高清电视，足不出户就能知道国内外大事……

“改革开放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对未来充满信
心。”哈科脸上笑容绽放。

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从国民经济濒临崩
溃边缘，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记
录下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为雄浑壮美的史诗。

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最大规模的基本医
疗保障网、最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最大的高速公路
网、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每一份耀
眼的成绩，都是奋斗的足印，映照出中国的蒸蒸日上。

乏牛坡，春来绿满坡。
这个位于宁夏盐池县刘记窑头村的“地标”，曾给当地

人留下痛苦记忆。“从我记事起就非常难走， 风沙一起就
被沙子埋了，牛拉车爬坡很费劲，人使劲拽着牛才能过去。”
65 岁的村民刘占满说。

而今，历经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的大规模生态修复，乏
牛坡不仅远离风沙侵袭，还成为生态观光通道。成片的农
田， 大力发展的滩羊产业，让刘记窑头村实现了整体脱
贫。当地干部说，致富的希望让大家信心满满。

接续奋进，彰显中国自信之力；海纳百川，传递中国自
信之声。

科技部核聚变中心副主任王敏发现，如今的国际谈判
桌上，中国被安排发言的次序正越来越靠后。

“在开展国际谈判时，往往会将更加重要的成员方放在
后面发言，更好促成共识的达成。”王敏说，我们发展越快，
越有自信，我们的话语也就越发举足轻重，越发有号召力。

40 年天道酬勤，天宫、蛟龙、墨子、悟空、天眼……井喷
的科技创新成果，从“跟跑”“并肩”再到部分“领跑”，展示出
中国十足的发展后劲。

百年口岸满洲里，凛冽的寒意掩不住这里的“火热”。汽
笛声中，一辆辆满载货物和旅客的国际列车，在悬挂着中国
国徽的国门下呼啸驶过。

改革开放，让这个昔日“一支香烟走到头”的沉寂边
城，跃升为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进一步盘活欧亚经济大
棋局。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深入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释放“金砖+”潜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自信从容的步伐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

40 年风云变幻。面对层出不穷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始
终自信向前。 （下转 8 版）

举旗定向 康庄大道
从改革开放 40 年看中国自信

“当时嫁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饭都没得吃，吃红薯，吃苦荞
粑，住茅草房。”彭友芬和老伴儿李必兴并肩坐在木房子门前，院
坝里晾晒着刚刚上山采来的药草和猪菜。

彭友芬今年 66 岁，她的丈夫李必兴 73 岁，两人结婚后来到
大关村，已整整 44 年。这里是贵州省麻山腹地，属石漠化严重的
喀斯特山区，被认为是“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区域”。

当时的大关，从山脚到山顶，石头缝里都种满玉米。提起当
年的苦日子，彭友芬眉头的皱纹就锁在了一起。“一下雨呀，就把
我们种的这些苞谷全部刮倒了。等雨停了，我们自己再把苞谷从
泥水中扶起来。很辛苦！”

“开田！”李必兴夫妇拿定主意，成为村子里第一批劈石造田
的人。打碎的石块铺在山谷里，层层向上，像大型号的楼梯。石头
铺平后，回填上从石缝里抠出来的泥土，就成了连片的集中田。

“因为当初放炮炸石太多了，他现在这只耳朵都是背的。”彭
友芬指了下李必兴的左耳。李必兴没有听清老伴儿的话，却指着
自己的左眼说：“劈石飞起的石花打过来，这只眼不见亮了。”

从 1984 年到 1996 年，425 位大关人劈石造田 1200 余亩。

温饱问题解决了，“只有过春节才能吃一顿米饭”的日子结束了。

但是，造田前多年的开荒砍树，向山要粮，让本就生态脆弱
的大关，石漠区域连片增加。

“当槽开田，两山栽树。”造田人达成共识，开始拼命地在石
头缝里种树。

“以前没开田的时候，这边山上全部被砍得亮光光的，根本
就没有一根木材，没有一片山林。”彭友芬抬手指着眼前的蓊郁
荫翳的大山。

漫步山林，一棵棵杜仲树兀立在生满青苔的石头上，遮天蔽
日。虬根盘错的岩石上长满了岩黄连、铁皮石斛、灵芝等药草。
“树多了，环境好了，我们就在下面栽些中草药卖钱。”背起竹篓
上山采药已是老两口的日常。

奇花异草，山林葱郁。从空中俯瞰大关，在岩石裸露、林木稀
疏的石漠山区中，大关村耕田层叠、山林葱郁，像沙漠里隐藏的
一块绿洲。

“开起这个田，大家土地都集中了，光种田都够吃了，就把这
些山林全部维持起来了。”彭友芬满脸的皱纹笑成了树的年轮，
“儿女说接我们到罗甸县城住，我们不去。这里风景好，空气好。”

(记者刘勤兵、张月琳)据新华社贵阳 12 月 10 日电

石漠“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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