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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与美中
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
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时，阐述了中国的
五个“确定性”：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
定的；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三
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四是中国继续加强
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五是中国同美
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

当前中美关系前景，确定性越来越少，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这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
误判、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有关。今天中美关
系正处于十字路口。美国以战略竞争定义中
美关系，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
长期挑战。这样的误读误判显然只会加剧紧
张局势，将中美关系误导到一条对抗冲突的
轨道，并令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承压。中美关
系保持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惠及
世界。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和把握中美关系，致力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
的中美关系。美国需要消除误判误读，读懂
中国的“确定性”。

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中国经
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界第
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发
展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
实现现代化，14亿多人迈向共同富裕，将为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和发
展机遇。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将规
划制定中国下步发展蓝图和目标。在变乱交
织的世界，中国是充满机遇的热土。

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40多年
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劈波斩浪、一往无
前。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
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当前，中国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上海进博会、北京服贸会、
广州广交会以及海南消博会，彰显中国更高
水平开放，与世界携手共进共赢。中国正在
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进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中国还将全面
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同
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
积极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今年是尼克松
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国
对美政策一直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习近平
主席提出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这既是中美关系50年经验的积累，也
是下一步发展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拜登
总统也作出了“四不一无意”的承诺，但美
方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美方出于错
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
和长期挑战，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
故事描绘成失败的叙事，这既不尊重历史，
也不尊重自己。美方应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
政策，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轨，维护

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

定的。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经贸
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应把中美
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华发
展，将继续提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日前，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第 100万辆整车驶下生产线，从第 1辆到第
100万辆仅用不到3年时间。随着市场开放的
扩大和商业环境的改善，中国对包括美国企业
在内的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前
8 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 3.35 万亿元，增长
10.1%。许多美国企业认为，要成为全球赢家，
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
的。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
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
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

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国际社会和各
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维护
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这是中
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中美管控好分歧，就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
保持沟通，并承担起大国所担负的国际责
任，可以引领全球有效应对当前各种危机。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
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管控。双方
应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
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
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中美关系攸
关两国前途命运和世界和平稳定。双方应共
同努力，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
的两个大国和平共处之道。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美国需要读懂中国的“确定性”
■ 叶晓楠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梅常伟） 国防和军队
改革研讨会 9 月 21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
力度，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军队体制一
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要认真总结运用
改革成功经验，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聚焦备战打
仗，勇于开拓创新，扎实抓好既定改革任务落实，加强
后续改革筹划，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为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总结了这一轮国防和军队
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经验，部署了后续改革筹划工
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围绕
深刻领会改革强军战略、确保改革务求实效提出要求。

会上，12 个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就这一轮国防和军
队改革有关情况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军委机关各部
门、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9月21日，2022年国际和平日
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重要历史关头，我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
和平发展道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今年纪念活动以“践行全球安全倡
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主题，契合联合国宪章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精神。希望纪念活动凝聚各方智慧和
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习近平向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据新华社南昌9月 21日电 （记
者程迪、贾伊宁）记者21日从2022·长
江保护与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以来，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共完成造林 1546
万亩，石漠化土地面积与2016年同口
径相比减少4233万亩，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7095万亩，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
达到3.87亿亩；建成91个国家森林城
市，绿色成为长江经济带亮丽的风景。

据介绍，我国科学构建长江流域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组织沿江省市编
制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将长江

经济带重点区域国际
重要湿地、国家重要
湿地纳入全国湿地保
护规划，通过科学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守护

中华文明的摇篮。
我国不断提高长江流域的野生动

植物保护水平。强化日常监管，组织
候鸟“护飞”行动和专项打击行动。大
熊猫、朱鹮等珍稀濒危物种数量大幅
增长，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已完成造林1546万亩

秋收时节，各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民忙着开镰收割，田间地头稻谷飘香，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图为9月20日
江苏省仪征市马集镇稻田景色。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又到丰收时节，希望的田野铺展最美
画卷。

三江平原“流金淌银”。“轰隆隆”，一
台台联合收割机驶过，“唰唰唰”，沉甸甸
的稻穗被“吃”进机器，行进间，黄澄澄
的稻谷“吐”入运输车，身后，粉碎的秸
秆还入田间。“一株稻穗平均有 130 多粒，
颗颗饱满，单产突破1200斤！”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技术员陆向导一脸
喜悦。

丰收里满载幸福，丰收里饱含牵挂。
2018 年 9 月 25 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七星农
场，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展示
大厅，总书记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
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 总 书 记 这 么 关 心 粮 食 ， 咱 干 得 起
劲！”陆向导掰着指头说，“这些年，种粮
好政策接连不断，新农机给力，‘慧’种地
升级，我们农场120多万亩稻田实现智能化
作业，端稳‘饭碗’更有底气。”

金秋时节，大江南北，五谷丰登，瓜
果飘香。欢庆丰收的人们不会忘记，每到
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书记的节日寄语总会
如期而至：“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
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让乡亲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
花节节高”……声声入耳，句句暖心，映
照着总书记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
农的深厚情怀。

时光荏苒，今昔巨变。日子美起来的
乡亲们不会忘记，深山小院里的欢声笑
语，农家炕头上的嘘寒问暖，田间地头的
细致追问，总书记的心和乡亲们贴得很近
很近。

爱农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

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昔日盐碱地，今朝新绿洲。山东东
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里，绿油油的大豆、红色的藜麦、成片的
金银花，风景如画。

农技负责人罗守玉念念不忘：“去年10
月21日，总书记来到这里，弯下腰来摘了一个豆荚，剥
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罗守玉至今都倍感亲切：“总书记问得细、问得
深、点得透，一看就是行家里手。”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大豆品种，今年又将是个好收
成，做出来的豆浆细腻少渣。”罗守玉说。

干农活的“老把式”，打糍粑的“会家子”，不经意
间流露的劳动本色，深深印刻在农民的心里。对村民石
拔三说“你是大姐”，拉着马克俊的手叫“老弟”，发自
内心地把乡亲当亲人。

这份情怀，源自成长经历。
“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总书记

这样描述那段艰苦却受益终生的岁月。
50 多年前，不满 16 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高原当知

青，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一干 7年。那会儿，当地老百
姓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青年
习近平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梁家河的岁月，这位
乡亲们眼中“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什么活儿都干过，
啥苦都吃过。担任梁家河村支书，他带领村民修了陕西
第一座沼气池，打了灌溉井，办了铁业社、缝纫社，短
短一年多，贫穷的小山村焕发生机。

从“穷窝窝”里走出来，深知乡亲们的苦，读得懂
锅里的穷，感受得到受穷的痛，“每到一个地方，我都
要看看乡村，乡村是我们人民最基本生活情况的反映。”

在河北正定，跑遍所有农村，“常常把一张桌子摆
在大街上，吆喝大家过来，有什么事就找我说说。”一
位老大娘和年轻的习近平同志说悄悄话的照片，定格了
那段时光。

在福建宁德，到任 3 个月走遍 9 个县，最远到了福
鼎县的嵛山岛，最高去了屏南县的仙山牧场。

到任浙江后，一年多时间深入全省90个县市区。
在上海仅7个月，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

这位“黄土地的儿子”将对人民的赤
子之情铭刻心间：“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
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这份情怀，彰显不变初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
地有声。

2012 年隆冬时节，皑皑白雪覆盖巍巍
太行，总书记踏雪来到河北阜平。骆驼湾
村里，石头铺成的小路坑坑洼洼。村民唐
宗秀把总书记挽进了家，“总书记进了屋，
就坐在俺家炕沿上，问收入有多少、粮食
够不够……”

出骆驼湾村向南 1.5 公里，是顾家台
村。村民顾成虎记得清楚：“总书记在我家
时，看到我袖口破了，特意叮嘱随行人员
在给我的慰问品中加了件棉大衣。总书记
是个细心人，把咱老百姓装进了心里。”

对乡亲们最浓的情，凝成千金之诺：
“小康路上，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
地区掉队”。

先后 7 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
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了 14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
零下十几摄氏度到海拔 4000 米，沟壑纵横
的高原路、坡急沟深的盘山路、覆满冰雪
的乡村路、麦浪滚滚的田间路，串串足
迹，丈量着从贫困到小康的距离，印证着
执政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总书记首提
“精准扶贫”的地方，发生美丽嬗变：一颗
猕猴桃带来一项新产业，一个小山村吸引
一批批新游客。

几十公里外的花垣县梳子山村，曾
经，陡峭的山像梳子一样把村子分隔成6个
寨子。“精准扶贫拔穷根，新修的19公里公
路把 6个寨子连起来。”村党支部书记龙绍
英说，路一通，产业活，腊肉深加工、茶
树种植、特色养殖，村民们蹚出了致富路。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脱贫攻坚，8年
弹指一挥间，一个个贫困村庄山乡巨变，
小香菇做成大产业，小土豆变身“金豆
豆”，光伏发电成了“铁杆庄稼”……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

在乡村里读懂中国。千年梦想，今朝梦圆，当代共
产党人书写最生动、最真实的中国故事。

这份情怀，体现为民本色。
泱泱大国，治国理政千头万绪。在总书记心中，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有利于百姓
的事再小也要做”。

从40多年前翻修陕北农村公厕，到后来在正定县整
治连茅圈，“农村改厕，这个事情是我一直关心的。我
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人啊，也知道农村上个厕所是真的不
方便。”

在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村民徐海成家的院落里，
总书记为村里的规划支招：“改厕问题也要科学设计。”

在 山 西 吕 梁 山 区 宋 家 沟 新 村 村 民 张 贵 明 家 中 ，
总书记为他们家生活条件改善、用上了冲水马桶感到
由衷高兴。

山高水长，本色依旧。“粮食够不够吃”“看病有
没有保障”“孩子有没有学上”……这些困扰乡亲们的

“小事”，摆在总书记的案头、记在总书记的心中，也
一项项列入中央重要会议日程，一次次成为惠农政策
发力点。

乡亲们尝到政策的甜，打心眼儿里念着党的好。
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唐宗秀说：“吃水不忘挖井

人，要不是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好政策，哪来这些好
福气！”

新疆疏附县阿亚格曼干村阿卜都克尤木·肉孜说：
“如果总书记再来，我要给他献上鲜花。鲜花象征着我
们的幸福生活！”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同胞载歌载舞：“共产党瓦吉瓦
（好得很），习总书记卡沙沙 （谢谢）！”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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