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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8 月 26 日拍摄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秋雨过
后，云层低垂，蜿蜒曲折的河流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流淌，构成一幅动人画卷。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云卷云舒瞰草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记
者杨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
总理阿里波夫。

习近平请阿里波夫转达对米
尔济约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习
近平指出，中乌关系不断实现跨
越式发展，关键在于双方始终遵
循睦邻友好、互惠互助精神，始终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始

终奉行世代友好、共同发展理念。
发展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
对此高度重视。很高兴得知你这
次来华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
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取得积极
成果。只要两国关系保持在正确
的轨道上，双方确定的各项合作
目标一定能实现。

习近平强调，中乌双方要继

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利用好
跨境公路、铁路，密切互联互通，
拓展经贸、投资、高新技术、能源
等领域合作，打造人文合作新亮
点。中方愿扩大进口乌优质农产
品，欢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宾
国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双方要合力打击“三股势力”
和贩毒等跨国有组织犯罪，为地

区安全和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习近平强调，中国绝不走

历史上其他国家国强必霸的老
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也将为世界和平
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
方愿同乌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
的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
益，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
系民主化。中乌双方要同上海
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增
强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各领
域合作水平，推动本组织进一
步发展，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阿里波夫转达米尔济约耶
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
候和崇高敬意。米尔济约耶夫
总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衷心祝愿在习近
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更加繁荣
富强，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阿里波夫表示，中国是乌方
最亲密和最可靠的邻居和伙伴。
乌方将同中方一道，坚定落实两
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米尔济
约耶夫总统指定乌方设定专门
机构，同中方对接发展战略，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扩大民
间和人文交流，深化两国传统
友谊。乌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统一，愿积极配
合中方打击“三股势力”。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记者陈贽、刘丽娜、齐
紫剑)走近新千年第三个十年的门槛，世界呈现这样
的图景：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造成严
重冲击；经济格局“南升北降”，全球化进程遭遇逆
流；新技术、新产业革命催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深
刻变化。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威胁未除，地区冲突战
火难息，大国博弈驶进未知水域……

世界，仿佛正进入“无锚之境”，何去何从？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

主席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新的时代特征。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同样
百年未有。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伴生着百年未有之不确
定性和百年未有之机遇。站在新时代的关口，如何选
择，怎样行动，关乎国运，关乎未来。

审“局”察“势”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

局进入转型调整期，多极化世界更趋

均衡，中国成为最大自变量

27 和 193；40% 和 80%；100 亿和 85 亿。
上面三组对比数据，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百年维

度下的世界之变。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巴黎和会谈

判的所谓“万国”代表仅来自 27 个国家。今天，联合
国会员国已达 193 个。对比百年前后的世界地图，不
难发现，在二战后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
浪潮后，世界面貌已天翻地覆。

伴随民族国家政治觉醒，是经济权重和人口对
比变化。

2018 年，以汇率法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 40%，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比例约为 80%。以目前增长速度，这些国家
十年后的经济总量将达世界总量一半。

根据联合国数据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
到约 100 亿，其中 85 亿将属于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

在百年“时间隧道”上进行比较，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无疑是国际力量对比最具革命性
的变化。

一个世纪内，数十亿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那些曾
在西方话语中被视为落后代名词的国家与民族，正展
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无限的活力。

亚洲——— 从“列强争夺之域”走向“新的世界中
心”；非洲——— 从“绝望的大陆”走向“希望的大陆”；拉
美——— 从“西方冒险家的新世界”走向“谋求自主现代
化的发展中地区”……

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上升，特别是在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后，涵括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
集团作用日益突出，而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七国
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则日渐式微。从“帝国
的黄昏”到“新兴的黎明”，百年前几个西方大国“喝杯
咖啡就能决定他国命运”的时代一去不返。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
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
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
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前所
未有”，形容进入 21世纪后的国际格局变化。

新的秩序酝酿形成，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历史
长周期。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观察家们发现，在国际格局变化的背后，交织着两
股巨大力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全球化进
入新阶段。

前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走过“蒸汽机时代”“电气时
代”“信息时代”。今天，世界正在开启以人工智能、清洁
能源、量子信息以及生物技术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这一次，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
势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

全球“空前互联”，乃至“万物互联”，全球化的驱动
引擎已不再仅由发达国家提供，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发动机。

变局激荡、秩序重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
是此轮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最独特、最震撼的篇章之一。
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直言：“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
历史重点将是关于中国。”

临“危”寻“机”

变乱交织中，重重挑战下，实现发展

赶超，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开创和平发展

新范式的历史机遇显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必有前所未有之不确定
性。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犹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欧洲持续在“分”“合”
中纠结，中东和拉美的局部冲突不断，世界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有观察者警告，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
进一步受到冲击，世界甚至有可能面临“失序”。

全球不平等加剧，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技术革命带
来全球产能过剩，世界人口流动加剧了社会认同危机，
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
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社交媒体执政”颠覆公共治理规
则……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更令人担忧的是，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大国关
系进入未知水域。

一段时间来，美国“失态”“失义”“失信”冲击全球。
“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关税“武器化”……
既有国际秩序的设计者成为“破坏者”和“颠覆者”，这
样的情境令世界忧虑。

与此同时，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矛头指向
崛起的中国。一年多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
术围堵在国际上搅起层层波澜。传统的西方强国，在日
新月异的发展中大国面前感到种种不适，戒惧倍增。

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世界面
临的种种挑战令人忧虑，但新的变革机遇也蕴藏其中。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
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主席的这些重大论断，洞悉历史，深邃辩
证。

要想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和战胜挑战，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机遇，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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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8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
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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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记
者赵琬微、廖君、屈婷、仇逸)我国
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一直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他指出，这是
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
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
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
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各地认真贯彻总书记指示，
将学生“护眼”作为重要课程。

“护眼”方法各具特色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
学五年级 2 班是学校的信息化试
点班，采用电子化教学。在暑假期

间的班级微信群中，家长与教师
密切合作，控制学生使用电子产
品的时长、增加户外锻炼。

“小洪去年发现有轻度近视，
这一年控制得非常不错。”该校一
位家长说。

学生小洪说起了学校的视力
保护举措：“老师经常提醒我们，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每次不超过
15 分钟，坚持用眼 30 分钟要闭
目或眺望远处……”

班主任施佳乐说，放假期间，
学校对于孩子假期中电子产品的
使用、运动情况、阅读时间等都有
详细规定。此外，还开展一些暑期
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不要在家“泡
电视、玩电子游戏”。

新学期临近，北京市朝阳
区实验小学每位新生都将拥有一
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档案。几年
前，该校新入学学生的近视率曾
达 65%。

走进校园，记者见到各具特
色的“护眼方法”：在低年级教室
每张桌子前，安装着粉色的“坐姿
矫正器”；高年级学生通过佩戴红
色、绿色、黄色不同颜色的彩带，
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学习习
惯；除安装护眼灯、护眼黑板、近
视防治仪等硬件设施外，学校还
将每天的体育活动时长延至 105
分钟……

记者了解，近年来，这所学校
的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逐步下降。

“让孩子们到大自然怀抱
当中去！”在该校校长陈立华看
来，教育者不仅要教书育人，更
要呵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视力管理：“倾城”总动员

作为我国教育部学生近视
眼防控工作实验区，武汉市从
2007 年开始坚持统筹教育、卫
生等多部门联动，积累了一系
列防控近视的经验。

2004 年一项调查显示，武
汉市中学生视力低下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50% 以上的教师
和家长缺乏视力保健的基本知
识。经过多年努力，武汉市在全
国首创“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
理服务模式”，对上百万中小学
生的视力开展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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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
总 书 记 关 心 的

百 姓 身 边 事

本报记者刘伟、向志强、潘强

沿海又沿边的广西，好事连
连。26 日，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相
关方案，广西与云南、黑龙江一
道，成为我国首次在沿边设立自
贸试验区的三省区。根据总体方
案，广西将加速扩大开放，面向东
盟塑造陆海开放全新格局。

此前，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
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作为主通
道出海口和国际门户港的广西无
疑是亮眼的角色。

“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
东中西”，西部地区运距最短的出
海口……虽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滞后，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
广西一直怀着一个联通内外、辐
射西部的“门户梦”。

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西南出
海大通道建设到新世纪以来借助
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国际合作
的“南宁渠道”，再到持续推进的
北部湾开放开发，多年的持续努
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相比于各

方的期待，差距也不可谓不大。
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的大背景下，中央明确赋予广西
“三大定位”新使命。应运而生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则成为广西实现
“三大定位”的最佳载体。这一次，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广西正趁
势而上，努力百炼成钢，加快实现
多年的“门户梦”。

持续延伸的向海之路

有着西部唯一出海口的广西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具有独
特地位。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

朝，北海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始发港之一。19世纪北海
开埠，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
开放。1919 年，孙中山在《建国方
略》中提出了在钦州规划“南方第
二大港”的宏大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怀着对
海洋的无限向往，开始了向海发
展的艰苦创业之路：1968 年，
2000 吨级的浮码头在防城港动
工建设；1984 年，北海成为我国
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
之一；1992 年，钦州干部群众自
发捐款 2000 多万元，在荒芜的海
滩边建起了两个万吨级码头。

把广西建设成为西南最便
捷的出海大通道，不仅是广西
的梦想，也饱含着整个西部地
区乃至国家的期许。

上世纪 90 年代，广西加快
了面向东盟、服务大西南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北部湾沿海
港口与西南腹地的交通连接得
到强化。

新世纪以来，广西加快向
海发展、对外开放步伐。2004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
户南宁。2007 年，北海、钦州、
防城三港合一组成广西北部湾
港。2008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
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北部湾经济区同城化、港
口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临
港产业迅速崛起，服务国家战
略的“南宁渠道”不断拓宽……
围绕形成“沿海发展新一极”的
远大目标持续发力，广西在区
域经济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
位明显提升。

十八大以来，在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中，广西在国家对
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
显，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下转 7 版）

广西：一心向海，逐梦“门户”

这是
正在作业
的广西钦
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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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变
局中奋进新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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