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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
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
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
作的基本方略。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
势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
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
议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
的成功实践。

1954年 4月至 7月，周恩来率团参
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
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经过多
方努力，会议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
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
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
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真诚、坦率、机智
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有
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疑虑的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
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

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
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 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参
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在
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针对此，
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
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
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
异的。”会上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
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
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
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
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
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
际朋友。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买供应糖半斤 0.35
元，一斤醋 0.14元……”今年 71岁的河
北省涉县辽城乡西辽城村村民王益清，
从 20多岁起就有记账的习惯。积攒至
今，5本厚厚的“家庭账本”，记录着全家
人的收支，也浓缩了时代的变迁。

王益清说，1978年，他们两口子一年
赚了248.93元，花掉248.56元，只剩0.37
元。“光花在吃上面的钱，就占了六成。”

王益清说的六成，与经济学上的一
个名词“恩格尔系数”密切相关，即食品
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这
一系数越低，往往意味着生活水平越高。

放进70年的刻度看，这个数字变化
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城镇居民
恩格尔系数超过 60%，农村的更高；到
2018 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28.4%。70
年，降幅超过一半。

与此相呼应的是，1949年我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元，2018年达

到 28228 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9.2倍。

70年来，恩格尔系数降低的同时，
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折射出中国经济
增长的澎湃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说，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意味
着国人把更多钱花在吃以外，消费从物
质层面的满足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享受。

如今，王益清家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比
下降到5%，其他的支出项目却越来越丰
富。在她的账本上，这些年有一项支出是
固定的，那就是旅游。北京、西安、大连、桂
林……账本上的风景“坐标”越来越多。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住更大的
房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追一部
最新上映的电影、把更多汗水挥洒在健
身房……如今，很多家庭的账单发生了
变化，消费升级“看得见”“摸得着”。

70年，“吃喝”已不是
家庭支出大头

从全校只有4名兴趣队员，打比赛凑
不齐人，到如今拥有 70余人的专业球员
梯队，重庆市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巴南中学在短短7年时间里，掀起了
一阵足球热潮，还培养出 28名国家一级
运动员。

“球队成立之初，一些家长担心训练
会耽误孩子的学业，对踢球这件事不太
支持，”巴南中学体育老师钟世隆说，经
过一段时间集体训练，家长发现原来调
皮捣蛋的孩子因为踢球变得守纪律，上
课也更专注了；还有一些孩子变得更活
泼、更自信。

2016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的何雨薇
是巴南中学女足队最早的队员之一。经过
3年多的足球训练，这个内向、腼腆的女
孩子开朗起来，还成了队长。“是足球让
我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大学毕业后想做
一名体育教师，让足球影响更多孩子。”
何雨薇说。

宿舍衣柜门上贴的是小女孩踢足球
的漫画，桌子上放着的是足球队的合照
……从巴南中学女足队走出来的另一名
女孩范铃铃，如今已经在浙江大学行政
管理学院就读大学二年级，她的微信里
有 10多个和足球相关的微信好友群，还
拥有不少“小粉丝”。

“我始终记得教练告诉我的话，无论是
踢球还是读书，关键都是要刻苦，培养学习
能力。”在范铃铃看来，体育所带来的不仅
是运动技能，还有良好习惯的养成和意志
品质的提升，这正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从热爱到追求，从兴趣到使命，体育
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人拼搏奋斗，为助
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注入磅礴动力。

就在两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
学生的回信，让作为冠军班学生的跆拳
道奥运冠军郑姝音感到激动又欣喜。

“总书记的回信对我们来说是极大
的鼓舞。”郑姝音说，她感受最深的就是
信上那一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
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叮嘱，也让我更明确
了自己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光荣使命，
激励我在训练中不断挑战、突破自我。”

目前，郑姝音正和队友们在紧张训
练，备战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

“我会牢记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和期望，
继续顽强拼搏，力争以优异成绩为国争
光，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量。”

文图/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一年中秋至，又见圆
月时。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天文专家介绍，受月球与地
球之间的距离影响，14日的最圆月（也
称“满月”）是今年内的“最小满月”，娇
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二
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月球
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万公里，
最近约35.6万公里，最远约40.6万公里。
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地球上人们眼中
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大月亮”和

“小月亮”两者视直径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测
算，今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14日
12时33分。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
圆的，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地点
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的时间为
13日 21时 32分，此时月地之间的距离
约 40.6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距离地
球最远的一刻，此时月亮的视直径最
小。因此，今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
中秋月看上去明显“瘦身”一些。

史志成表示，虽然今年的中秋月偏
“小”一些，但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赏月之
情，相反由于娇小玲珑，看上去反而更
加迷人，惹人怜爱。

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影响

今年中秋月系年中“最小满月”

登上国际舞台

据新华社电 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护良好
网络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
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10
日就《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禁止制作
含有违反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损害国家荣誉和
利益的；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等内容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含有带有性暗示、
性挑逗、性诱惑的；展现血腥、惊悚等致人身心不适

的；宣扬炫富拜金、奢靡腐化等生活方式的；过度炒作
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使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
重不符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征求意见稿提出应
当切实履行网络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生态
治理工作。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
荐技术推送信息的，应建立健全人工干预机制，建立
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同时，还应当在首页、账号页面、
信息内容页面等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

关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征求意见稿要求，
在以发帖、回复、留言、弹幕等形式参与网络活动时，积
极弘扬正能量，不得复制、发布、传播违法信息，自觉抵

制不良信息。不得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施侮
辱、诽谤、威胁以及恶意泄露他人隐私、散布谣言、人肉
搜索等网络侵权、网络暴力行为，侵害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合法权益。此外，还规定不得通过人力或者技术手段
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批量买卖
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行为，破坏网络生态秩序。

“网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网络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征求意见稿还指出，对严重违反规定的网络信息
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
使用者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网上行
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

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奔跑吧，少年！
起身，滑行，出手，投射……一系列动作标准流畅，神情专

注。在哈尔滨市一家冰壶训练场上，13岁的倪家欢和几位同学
正练习着冰壶。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他
们斩获了冰壶项目的多项冠军。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如今，从课程到设施，从理念到实践，体育教育正发生着深
刻变化。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到
阳光下，跑到操场上，享受体育的乐趣，插
上强壮的翅膀。

头戴网格护面的头盔，两肩及前胸后背
“武装”上铠甲一般的护具，在冰上滑行如风
驰电掣，球杆飞舞，冰屑四溅……这些以前只
能在北方看到的新奇玩意儿，现在也吸引了
很多南方孩子。

在湖北武汉，包括红钢城小学在内的多
所小学建立了自己的冰球队。

“两年前，学校搭建校本课程时发现，许
多学龄前的孩子喜欢轮滑，这项运动有助于
孩子身体平衡和肢体协调。”红钢城小学校长
朱冬梅说，刚好我国筹办冬奥会，再加上学校
旁边开设了一家冰场，于是学校将冰球运动
列入了校本课程。

这门冰雪运动课一上线，就受到了学生
们的欢迎，有近200名学生报名参加。经过层
层选拔，学校最终组建了一支18人的冰球队。

红钢城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佳霖是其中一
员，每周五下午第二节课后，她都和其他队员一
起去附近的冰场训练。“最初上冰的时候，屁股
摔疼了，站都站不起来。”每次训练，她都让父母
给自己带上三件衣服，汗湿两件是平常事。

对于冰球给孩子带来的成长，朱冬梅说：
“孩子们做事情更专注了，碰到挫折不会轻易
放弃。打冰球强调团队合作，他们会把这些经
验带到生活中。”

受地理环境、师资短缺、场地不足等因素
影响，我国冰雪运动基础在南方相对薄弱。而
今，很多地方创新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
共同开展体育运动，在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培
训、体育赛事活动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

下午一时四十分，哈尔滨，阳光明媚。
伴随欢快的音乐，小学五年级学生郝

冠赫和近千名同学齐聚操场，每个班级排
成一纵队，每两个班级围成一个圈，踏着
整齐的鼓点，在绿茵场上跑出一个个椭
圆。

十分钟过后，音乐转换，学生们立即
排列成体操队形，跳起了学校的自编操
《街舞少年》。

“在我们学校，小学生每天跑 500米，
初中生每天跑 1000米。”哈尔滨市实验学
校健康综合教研室主任王彦文说，每天下
午第二堂课，都是“律动生命”体育课，学生
统一到操场进行一小时的体育运动，确保
阳光运动一小时。

“以前主科占用体育课的现象时常发
生。”哈尔滨市一名小学教师说，如今开齐
开足体育课已经成为规定动作，即使体育
老师外出学习或者参加培训，也要把体育
课调回来，不然学生“都不干”。

结合学生兴趣与办学实际，哈尔滨市
实验学校还将冰壶、棒球、马球、武术等

“小众”体育项目引入校园。每周二下午举
行的社团活动日，田径、篮球、足球等 14
个体育社团爆满。

“学校每天拿出一小时用于体育锻
炼，正是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运动贵在
坚持。”哈尔滨市实验学校校长郝岚清晰
记得，4年前的一次开学典礼上，好几个学
生面色苍白，当场晕倒。如今经过几年锻
炼，学生体质有了显著提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相关
负责人说，通过课程创新、形式创新激发
孩子们对体育的广泛兴趣，帮助他们掌握
健康知识和一到两项运动技能，有助于改
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参加体育锻炼和
体育竞赛，这是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关键
环节。

“老三样”变身
冰雪项目升温

体育融入生活
开启多彩人生

▲哈尔滨市
实验学校学生一
起跳学校自编操

《街舞少年》（9月
4日摄）。

——体育让孩子们插上强壮的翅膀

花样体育课
阳光一小时

课程之变

设施之变 理念之变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学生学习棒球（9月4
日摄）。

据新华社电 按照水利部关于三峡
水库 2019年试验性蓄水实施计划的批
复意见，三峡水库 9月 10日正式启动了
2019年175米试验性蓄水。

本次起蓄水位 146.73米，距离 175
米正常蓄水位 28.27米，待蓄库容约 213
亿立方米。自 2008年启动 175米试验性
蓄水以来，三峡水库已经持续开展175米
试验性蓄水 11次，其中，2010年至 2018
年连续9年成功实现175米蓄水目标。

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与往年相
比，2019年三峡水库 175米试验性蓄水
面临前期来水偏少、流域水库群整体待
蓄水量多、长江中下游水位普遍偏低等
三个问题，蓄水形势不容乐观。

进入 9月后，长江上游水库陆续进
入蓄水期。为统筹协调好长江流域上游
水库群联合蓄水工作，在水利部的领导
下，长江委提前部署，确保防洪安全的
前提下精细调度上游水库群，已提前分
阶段开展了金沙江中游和雅砻江梯级
水库蓄水。

截至 10日 8时，长江流域联合调度
水库群合计待蓄库容516.52亿立方米。

根据预测，近期长江上游将有一次
明显降雨过程，为完成年度蓄水任务创
造了有利条件。长江委表示，将密切关注
水雨情变化，加密会商研判，精细调度水
库，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实现
长江流域各控制性水库的蓄水目标。

三峡水库2019年175米
试验性蓄水正式启动

9月10日，游轮停靠在湖北省秭归县一港口（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