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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因

北镇境内连续暴雨造成奈北线（K144+000-
K144+042）满井子桥水毁，存在重大交通隐患，
需对奈北线（K144+000-K144+042）满井子桥
进行水毁修复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
全施工，需要对奈北线K140+966至K147+350
路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时间：2021年9月13
日至2021年12月12日。绕行路线：

北镇沟帮子往返路线：

马太 罗罗堡 鲍家大柳屯

廖屯 沟帮子

北镇市交通服务中心（北镇市交通集团）
北镇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9月8日

通武线 北闾线→← 龙五线→← →←
→←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G101）阜新境内铁匠炉

沟至王府段前衙门桥及前衙门二号桥桥梁拆

除重建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京沈线 K618+

100—K618+300区间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

闭日期：2021 年 9 月 2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封闭施工期间，原桥侧开设便道，请过往

车辆按照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减速安全

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华跃建工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G101）彰武县境内绕阳

河桥危桥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施工需要，

拟对京沈线K700+775—K701+031.461区间

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日期：2021年9月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施工期间，原桥侧

开设便道，请过往车辆按照施工现场交通指

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8日

封路通告
郑家桥维修工程位于上白线（801）K4+

110 处，线路等级为二级公路，该路段全封

闭施工。封闭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2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5 日，过往车辆请按绕行路线

绕行。

营口市老边区交通事务中心

营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9月10日

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以下车辆公开转让，交易

保证金为1万元/台：
1.辽DQ5333,帕萨特，2006.9，转让底价：

0.4万元；
2. 辽 D19966，胜达，2013.1，转让底价：

4.7万元。
请有意受让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到我

中心办理登记手续。
公告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1年9月10

日至2021年9月24日15时止。
详情请登录我中心网站。网址：www.

fsprec.net
联系人：葛先生 孙先生
024-57679621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1年9月10日

奈北线

国际·国内
GUOJI GUO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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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在黎巴嫩南部辛尼亚村中国维和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队（联黎部队）司令部评估小组对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
能工兵分队进行评估。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7
日在联黎部队军事能力评估中获总评优秀，高标准通过部署以来的首次
军事能力评估。 新华社发

中国第20批赴黎维和工兵分队
通过联合国军事能力评估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新近根据模型计算
发现，美国的新冠实际感染人数远
超官方统计。早在 2020 年年底，
美国可能就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
口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
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络版发

表论文说，他们使用数据驱动的模
型推断方法，以县域为单位模拟了
美国的疫情传播情况。

研究人员利用模型研究发现，
2020 年年底，全美新冠病毒易感
人群占比约为 69%。易感人群通
常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特异性
免疫力而容易被感染的人群。

新研究称去年年底美国已有
近三分之一人口感染新冠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
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他们被比作“春蚕”“园丁”；他们
一头承载着家庭的嘱托，一头托举着
未来的期望；他们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在一代代人的成长中，
担当起“引路人”的重任。

张桂梅、于漪、卫兴华、高铭暄、李
保国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这个光
荣的群体，就是——人民教师。

点亮大山女孩的人生梦想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云南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它的 13 岁
生日，也迎来了又一届新生。

在全校的开学第一课上，“七一勋
章”获得者、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同孩

子们站在一起，又一遍重温对祖国和
人民许下的承诺。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多年，张桂梅
曾目睹许多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性别歧
视辍学，心底萌生了创办免费女子高
中的梦想。2008年，她推动创建了全
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从担任华坪女高校长以来，张桂梅
把所有精力都投在了学生身上，被孩子
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经年累月的
过度操劳，让她的身体渐渐不堪重负。
她数次病危入院抢救。在一份诊断书
上，医生密密麻麻给她列出了骨瘤、血
管瘤、肺气肿等20多种疾病。在人民大
会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她贴满止
痛膏药的双手，曾让无数人动容。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其中

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更多的则是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张桂梅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于漪，这是一个在谈到新中国语

文教育思想变革时不得不提的名字，
也是无数中国教师心中的偶像。近
70 年的从教生涯，于漪用“站上讲台
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自己
的语文教学之路。

开设公开课近2000节、培养三代
特级教师、著述数百万字……已年过
90的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人民教育家”于漪，被誉为“育人是一
代师表，教改是一面旗帜”。

在于漪看来，语文不仅是教孩子
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更是在建设他
们的精神家园。她曾提出“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
点”，推动了语文教学的改革发展，此

后又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真
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
堂主阵地。

“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双重奏’，不
仅自己的人生要奏响中国特色教育的
交响曲，还要引领学生走一条正确健
康的人生路。”于漪反复强调教师的使
命与担当，“人是要有点气象的，我们
的教育者更要有气象。要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情怀波荡，躬身践行。”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
博大要能高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
众”，不做“风派理论家”——这就是

“人民教育家”、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卫兴华。

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
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
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
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
把名字改为“卫兴华”。（下转第七版）

他们的名字，镌刻在教育强国的基石上

9月8日，宪兵和警察从法国巴黎司法宫的临时法庭前走过。法国巴
黎特别重罪法庭8日起开始审理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这场史无前例
的庭审将持续到明年5月，受到法国各界高度关注。出庭的被告中，包括袭
击者中唯一活下来的犯罪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 新华社发

法国开庭审理
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记者李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全球疫情周报显示，截至9月5日
的一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440万例，与前一周相比增加1%；
全球新增死亡病例近6.8万例，与
前一周相比增加 1%。总体来说，
过去一个月全球疫情保持稳定。

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 6 个

区域中，美洲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
数比前一周增加了19%，其他地区
则有所下降。美洲地区和欧洲地
区的新增死亡病例数较前一周有
所增加，其他地区则出现下降，其
中欧洲地区增幅达20%，非洲地区
降幅最大，达26%。上周新增确诊
病例数居全球前五位的国家是美
国、印度、英国、伊朗和巴西。

全球新冠疫情连续4周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阿克拉9月8日电
（记者许正）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西共体）成员国 8日召开线上
特别会议，决定暂停几内亚成员国
资格。

此次特别会议为期一天，由西
共体主席、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

召集，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联合
国及非洲联盟代表参加，主要就几
内亚局势进行审议。

西共体在会后发表公报，谴责
5日在几内亚发生的政变，并重申
强烈反对以任何违背宪法的方式
进行政治变革。

西共体暂停几内亚成员国资格

朝鲜举行阅兵式庆祝国庆73周年

朝中社9月9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9日零点开始在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民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
式现场。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朝鲜于9日零点开始在首都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民
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检阅了部队。 新华社发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日表
示，俄经济已从新冠疫情引发的
危机中恢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疫情前水平。

●约旦、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四
国能源部长8日在约旦首都安曼
达成协议，同意将埃及天然气经
由约旦、叙利亚输送至黎巴嫩，以
缓解黎能源短缺危机。

●斯科普里消息：北马其顿泰托
沃市一家临时治疗新冠病患的医
院8日晚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
人死亡。

●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星辰”号
服务舱内9日清晨出现烟雾、触
发警报，经空气净化处理，目前运
转正常。

●尼泊尔总理德乌帕8日宣布，
尼泊尔计划在截至2025年的5
年内吸引100亿美元投资。

●日本厚生劳动省8日宣布，认
定两名男子在参与福岛第一核电
站清理工作后所患的喉癌与清理
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确
认为工伤。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三次会晤9日晚以视频方式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晤并发表
重要讲话。海外人士认为，习近平主
席的讲话为金砖合作未来发展注入新
动力。金砖机制是多边主义重要实
践，金砖国家将携手推动金砖务实合
作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前进，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
尼·林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就推动金砖
务实合作提出重要倡议，为下一阶段
金砖国家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他
说，金砖机制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是多边主义的重要
实践，希望金砖国家继续加强合作，就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公共卫生危

机等重大全球性挑战发出共同声音。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

学教授图尔苏纳利·库兹耶夫说，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对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
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合作已成为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
相信未来金砖国家将展现担当，共同
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
团结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埃 及 前 外 交 部 部 长 助 理 侯 赛
因·哈里迪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多边主
义的阐述印象深刻。他说，新冠疫
情、恐怖主义等给人类带来威胁，国
际社会需重振多边主义，使其成为世
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卡文
斯·阿德希尔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在
国际会议上强调多边主义，中国也采
取务实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展现了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
.多边主义是当前世界面临主要

问题的“解药”。疫情期间，金砖国家
在疫苗合作等方面践行多边主义，为
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
长马斯洛夫认为，金砖国家团结协作
可在助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非常
大的作用，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
供重要动力。

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金砖
研究中心协调员福内卡·亚齐尼·阿
普丽尔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参
与的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例
外，新冠疫情更加凸显维护多边主义
的重要性。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
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说，金砖国家已成
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是金
砖国家的共同诉求。

塞尔维亚国际问题专家日瓦丁·约
万诺维奇指出，金砖国家在促进经济
合作和全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通过多边行动为全球控制疫情贡
献了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余虹表示，金砖合作机制有利
于巩固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希望未来金砖国家能够进一步
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不断发展。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汉学家狄
伯杰表示，金砖合作堪称多边主义合
作的典范，是单边主义、去全球化和反
全球化的“解毒剂”。相信金砖机制将
不断发展壮大，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务实合作朝更高质量方向前进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三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