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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选粹

■■ 6600 万万米米高高空空看看四四川川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60 万米高空看四川》。

在中国的西南，有这样一个多元、美丽、丰饶的省
份——四川。从一级阶梯迈向二级阶梯，山是她巍峨
雄伟的身姿，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水是她豪迈多情的
语言。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
银。天府之国，灵秀宝地，美丽的四川
正在踏峰、顺水，乘风而行！

■■ 6600 万万米米高高空空看看湖湖南南

自古人文荟萃之地，揽绮丽江山之风光，抒敢
为人先之情怀。伟人故里，红色热土，三湘四水，漫
江碧透。6 0 万米高空看湖南，湘楚大地，美不胜
收。湘江潮涌两岸阔，扬帆而上风正酣。7300 万
湖湘儿女，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正
着力书写“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崭
新篇章。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60 万米高空看湖南》。

■■进进博博之之机机

一年前，这里发出世界强音。一年间，承诺一一落
地，买遍全球的便利，贸易升级的促动，增资落户的坚
定，制度创新的红利，“进博效应”的定
义不断刷新进博机遇，吸引新老朋友
再相聚。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视频《进博之机》。

在第二十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我知道，此刻的你正在新闻现
场忙碌，抑或是在奔赴一线的路上。在路上，是你最美的姿态，也
是这个职业的魅力之一。

这一年来，你的收获颇多。你走过很多路，与很多人相遇，太
阳每天都是新的。你住到了村里的农家院，只为离采访对象的生
活近些、再近些；村里的河水，你用手捧来就喝，老乡看着你，把你
当成自家人；你在最贫困的山区采访，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你在
前人流血不流泪的长征路上，在不同的时代翻越相同的雪山和草
地；地震、台风、洪水，你总是与人群逆向而行；暗夜里在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发射地的山中，你看到白色箭体上五星红旗被灯光映照
得更加鲜艳，感到无以言表的激动；你在南极的科考船上焦急地
寻找信号，努力从冰天雪地的世界尽头传回报道；你在海拔四五
千米的铁路旁，紫着嘴唇采访同样忍受缺氧环境的养路工人……

你坚信，只有离得足够近，才能感知得足够真；只有怀着真
心，才能收获真情；只有站在时代前沿，才能走笔世象万千。

有人说，记者是时代的哨兵。时代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
一些人选择离开，而你坚持留下。你是我们的眼睛，让人透过
层层云雾，像剥洋葱一样看得更清楚；你是我们的耳朵，让人
把每个角落的声音听得更真切。人的生活半径有限，你带着我
们跨越千山万水，穿过时间和空间，触摸时代的脉搏，倾听人
民的声音，感知新闻事件的锐度深度和温度。你是时代的记录
者，是我们身边的挖宝人。

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前行者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来人。
努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高举旗帜，引领前进的方向；
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
题，力求客观反映事物全貌；努力传播正能量，让越来越多平
凡人身上的闪光点，成为照亮中国前行的温暖灯火；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让心与心的距离更近、理解更深。

在这变化的世界，你一直努力寻找变化，自己也在变化。
全媒体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你像孩子一样纵情奔跑、追

求新知，勤于学习、努力转型，争做融合报道的多面手。VR 、
AI 、VLOG ，你用十八般武艺拥抱时代，描绘梦想。

时光如流水淙淙，一些东西却如河中的卵石，历久弥新，
笃定而坚强。变化之间，内心深处，你依然是那个曾经的
你——努力擦亮眼睛、道出是非曲直，在时代的大海中寻找最
美最晶莹的浪花。

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震撼人心：一个是头上
灿烂的星空，一个是心中崇高的道德。作为记者，你熬过无数
的夜，看过无数地方的星空，草原的、山村的、海上的，甚至是
露天矿坑的星空；你见过很多人，了解和讲述过很多关于人心
的故事。历史上，有很多前辈在战火硝烟中殉职；今天，依然有
新闻记者牺牲在采访途中，他们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时光荏
苒，这份职业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无数后来者努力与更多
人、更远的星空相遇，一直以在路上的姿态与荣光。

（记者于文静）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新华时评

在变化的世界，致敬不变的你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是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核心要素、强制性内容，落实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归根到底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向往。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是“多规合一”核心要素。自然
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刘国洪说，机构改革前，相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推进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
工作中存在多头管理、交叉重叠等问题，给后续规范管理、严格
监管造成不少矛盾。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承担“多
规合一”职责，统一履行原来分散在相关部门的三条控制线划
定管理职责。要以此为抓手，强化统筹协调、坚持底线思维、问
题导向，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顶层设计。要维护三条控
制线的严肃性，统一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
并通过分级传导、分类管控，确保三条控制线落实、落地。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是“多规合一”强制性内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要建设与监督双管齐下，按中央明确要求，国家
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要与生态环境部根据工作进展，组织开展三条
控制线督察和监管，结果要作为地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绩效考核、奖惩任免、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各地要结合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三条控制线落地，根据地方实际
制定管控细则，完善工作机制，更好发挥三条控制线对调整经济
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的管控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地
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内三条控制线划定管理工作
负总责，规划工作“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日子结束了。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归根到底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和人民群众需求。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孙雪东
说，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目前全
国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5 . 5 亿亩，已完成上图入库、落地到户；
北京等 14 个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已完成，其他部分城市形成初
步成果。按中央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既要有权威、讲科学，
又要讲法治、可执行，坚决避免一刀切，如三条控制线有不同功
能，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与其他区域有差别，零星原住民修
缮生产生活设施，从事生活必需的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符合
现行法律的，三条控制线管理也是允许。“多规合一”既要落实
国家意志，又要考虑地方实际。国土空间规划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适应人民群众对国土空间日趋丰富多元、复杂多样需求，
制定差别化管控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这是贯彻实施“多规合一”的初心，也是统筹划定落实三条
控制线工作的初心。（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多规合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辛识平

当中国火锅遇到新西兰毛肚，将
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反应？日前，一口
直径 1 0 米、高 1 米多、重 1 3 吨的重
庆火锅亮相进博会 。热气腾腾的火
锅，涮出了经济全球化的味道，也让人
们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各国商品“混
搭”的意趣。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的进博会，不仅
有“硬核”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置
身熙熙攘攘的“四叶草”中，除了看不尽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还有扑面而
来的浓浓文化气息。

赏一出栩栩如生的木偶戏、绣一
幅纤巧秀美的竹柄团扇，在场馆的各
个角落，你总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老字号不期而遇。在这个万商云集的
大舞台上，优雅古朴的东方文化，向世
界展现着协和万邦、以诚待人的精神
气质。

作为进博会的贵宾，法国总统马克
龙不仅带来了阵容豪华的企业代表团，
也有著名电子音乐大师让－米歇尔·雅
尔等文化名人随行。法国蓬皮杜中心的
100 多件重要展品亮相上海，则被视为
法国文化艺术界带给进博会的一件“场
外大礼”。

在进博会的国家馆里，文化氛围同
样热烈。比萨斜塔、柬埔寨皇宫、马尔代
夫沙滩草棚各具特色；这边白俄罗斯花
腔女高音深情献唱，那边盛装的卢旺达
艺人踏着鼓点跳起欢快的舞蹈……览万
物之芳华，赏文明之多彩，在欢声笑语中
增进了解，不同文明间的相知相交令人
动容。

文化的激荡令人心醉，理念的交
流更给人以启迪。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中国为什么成功”

再次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开幕式上，感悟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程，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对中国的开放合作
印象深刻，认为“这条路将通往和平合作、共同繁荣”；巡馆
过程中，各国领导人驻足于脱贫攻坚倒计时显示屏前，为
中国减贫成就赞叹不已；在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上，“天下大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国理念被频频提及，为人们所
津津乐道。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
文化和理念”。有外国媒体曾将进博会比作一场经济的“大
阅兵”。这个大舞台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与魅力，
在经贸大单之外，进博会又何尝不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在
深入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感受着文化的味道、思想的共鸣，
合作共赢的交响曲恒久激荡在心中……

新华社上海 11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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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湖南一位 90 后创业者在长沙从事水产养殖，已经小有成
就。前年，他与老家邵阳市洞口县一个养殖户开始合作养殖
基围虾，没想到他们的虾塘在两年内遭到村民哄抢上十次，已
损失几十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家属参与其中，虾塘工作人员
劝阻时，还与村民发生了冲突。

被乡亲“欺负”、物资遭哄抢，是很多返乡创业者共有的经
历。这些烦心事，其实都与当事人没能融合当地社会有关。
返乡创业的“乡”，不仅是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乡村，更是乡村社会的具体人和社会关系。处理不好这些，将
给返乡创业带来额外成本。

哄抢财物，理应受到依法严惩。不过，单单靠严惩多半也
难以保障“外人”在当地立足。其实，返乡创业能否被乡村社会
接纳，关键在于能否把村民变成“自己人”。如果村民意识到创
业项目和自己或亲戚朋友利益相关，哄抢的几率就会大大
降低。

在乡村社会发展出类似“自己人”的社会关系，其实并

不难。毕竟，村民并非全都是爱占小便宜者。记者在山东
某县采访时，一位返乡种茶的青年说，最初总有周边的村
民来偷采茶叶，后来他才弄清楚，是因为自己承包了土地
却不请当地人来茶园务工，有村民觉得他“不讲规矩”，想
通过偷采茶叶教训这个“外人”。后来，他雇了一批当地人
务工，还请在该村有威望的熟人代为管理茶园，偷采问题
迎刃而解。

要解决类似的矛盾，也可以从政府部门的精准扶贫项目
中找经验。不难发现，那些成功的精准扶贫项目，在执行时大
多都会依靠当地人，同时建立起各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
贫困户、普通村民和致富带头人都能参与其中并得到实惠，自
然不会从项目中“薅羊毛”、搞破坏。

从媒体报道看，与乡村社会沟通不畅的问题，经常发生在
下乡的外来项目上。原因无他，这些“外人”对乡村社会更陌
生。而那位返乡创业的 90 后，并非“外人”，本该更熟悉乡村
中的社会关系，却也“翻了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乡村走
出来的年轻人，正在对乡村越来越陌生。

近年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中央和各地都出台
了鼓励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返
乡创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等方面的重要抓手。能
否融入乡村社会，已成为返乡创业项目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因素。对于那些对乡村社会仍比较陌生的创业者来说，学会
如何与乡村社会打交道，是必须补的一课。

融入乡村社会是返乡创业的必修课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