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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乒乓外交”50周年。1971
年，“乒乓外交”用体育运动“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柔性对话，打破了中美两
国相互隔绝的坚冰。第二年，时任美国
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后，中国赠送的第
一对熊猫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成为两
国人文交流的特殊使者。

“乒乓外交”何以能“小球推动大
球”，成为外交史上的佳话？其秘诀在
于通过小小乒乓球，中美搭建起跨越太
平洋的沟通之桥。从此后，中美人文交
流之树开枝散叶，茁壮成长。

人文交流的“软身段”，起到了难以
替代的“润滑剂”作用，两国人民的交往
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强大基础。几十
年来，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中美关系三大支柱
之一。去年中美新增友好城市4对，两

国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别达50对和231
对。2017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530万
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 40 万
人，美在华留学生也增加到2万人。

人文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美方数据显示，中国在美留学
人员占在美全部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
一，每年给美国贡献的价值超过150亿美
元。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旗下“马可·波
罗”智库去年发布报告显示，美国科研机
构近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有中国教育背
景，美国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全球
领先地位，与来自中国的人才关系密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美两国
人民和社会各界守望相助。美国不少企
业、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向中方提供宝贵
抗疫支持，中国很多企业、机构和民众也
向美方伸出援手，包括为美方在华采购医
疗物资提供各种便利。美国卡斯卡德小
学学生们唱起改编的中文歌曲《你笑起来
真好看》，为战“疫”中的中国人民送上鼓
励和祝福，纯净的童声让人感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关系归
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广泛深入
的人文交流与沟通，是实现相互理解、
避免冲突的最好途径。作为最大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加强人文
交流和文明互鉴，能够让两国关系更有
温度、更有韧度、更有深度、更有广度。

令人遗憾的是，上届美国政府掀起
了一股抹黑、阻挠中美人文交流的强劲
逆流。滋扰中国在美留学生、限制中国
驻美媒体、关闭孔子学院等一系列错误
和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对人文交流活
动起到了严重破坏作用。一直标榜“自
由”与“多元”的美国，如此忌惮和阻碍
人文交流，令人匪夷所思。一些政客秉
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开历史倒
车，遭到广泛反对。美国前驻华大使博
卡斯等许多美国人士斥责阻挠中美人
文交流等行径是“重回麦卡锡主义”。

中美关系发展史蕴含着几十年来两
国各界人士相互接触、交流、沟通和合作
的执着和辛劳，需要倍加珍惜。有学者把

中美人文交流比喻为“不可或缺的氧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关闭的窗户”。人
文交流犹如中美关系的生命线，越是在政
治、经贸等领域出现问题时，越需要迎难
而上，为人文交流注入更多活力。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的时刻，支持中美交流合作的力量从未
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美国机
构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通过发表联名信、
撰写文章、举办视频交流研讨等多种方
式，持续发出反对美中对抗、支持美中
合作的理性声音。哈佛大学已故著名
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指出，所谓美中人
文交流“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主
张人文交流“脱钩”的人是少数派。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
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无法阻隔
的。人心相通之桥拆不得。中美民众往
来越频繁，两国友好的基础就越坚实，务
实合作就越红火。搬掉阻碍两国各界交
往合作的“绊脚石”，中美人文交流必将
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新华社2月4日电）

人心相通之桥拆不得
——正确把握中美关系航向系列评论之二

新华社记者从京、津、粤等地警方
了解到，临近节日，当前涉及“疫情防
控”“疫苗注射”等各类“蹭热点”诈骗活
动频频出现，“借钱”“冒充公检法”等

“传统”型诈骗的行骗手法也出现新变
化，警方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电话及信
息应仔细甄别、特别警惕。

不法分子“蹭”热点“涉疫”诈骗新变化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多种涉疫诈骗频
发，已致不少个人、企业蒙受经济损失。

骗子在冒充疫苗注射预约短信中暗
藏钓鱼网址。“【疾控中心】新冠疫苗已在
我市开放预约，名额有限，截止于某年某
月某日暂停预约，请立即点击链接预约
接种。”日前，部分城市市民收到冒充当
地疾控中心名义发送的此类短信，点击
链接后，网页提示需实名认证，并要求填
写银行卡账号密码等重要信息。

“这些链接大都是钓鱼网站或木马
病毒。”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四支队
民警娄金军提醒，接种新冠疫苗相关信
息发布清晰透明，疫苗接种自愿、免费，
如收到来源不明的预约信息或要求付
费的接种通知，均为诈骗信息，切勿轻
信。

骗子“潜伏”家长群内“忽悠”防疫
费、体检费。不法分子假冒老师，将学
生家长拉入新建微信群中，然后发布一
份伪造的有关部门“关于中小学预防疫
情的‘健康体检’通知”，该“通知”要求
家长缴纳健康体检费用1490元，但同
时称该费用中有1200元可享受补贴返
还。不少家长有“花290元买个保障”
的念头，轻信“中招”。

“老戏码”与“技术迭代”兼有

骗子冒充领导“借钱”的“老戏码”

仍在上演。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四
支队民警周继策告诉记者，有不法分子
冒充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以区长、镇长
的名义给企业家发短信、加微信，声称
能为企业提供帮助，之后再以“办私事”

“资金周转”为由向企业借款，不少企业
负责人上当。

“领导借账户转款”骗局近来也时
有发生。不法分子以“单位+领导姓
名”方式添加受害人微信，通过后再以

“此号是私人号码”等借口以及伪造的
转账截图骗取受害人信任，诱骗受害人
转款。

记者还在调查中发现，疫情期间冒
充“公检法”类诈骗呈现技术含量更高、
欺骗性更强等特点。北京市公安局刑侦
总队十支队三中队中队长苏兴博告诉记
者，不法分子会以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不
宜线下接触为由，要求事主开启视频远

程会议“见面”，他们会安排专人穿假警
服坐在屏幕前，对受害人进行“洗脑”。

专家建议提升“全民反诈”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
高级研究员臧雷建议，应进一步深化

“全民反诈”意识，相关网络平台、电信
运营商、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源头监管力度，
不断发挥合力，形成立体“防护网”。以
1069短信平台、非法网络推广、涉诈
APP开发等为重点，有关部门要集中
力量打击为诈骗犯罪团伙传播犯罪方
法、提供技术支持的黑灰产业链。

臧雷还表示，要特别注意提升群众
的防范意识能力，不断提升反诈专线的
首次接通率、劝阻成功率，缩短平均劝
阻时间，最大限度避免群众财产损失。

（据新华社电）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 节日期间更需警惕

时评国际

据新华社电 记者4日从国家网信
办获悉，为营造欢乐喜庆、健康祥和的
春节网上氛围，国家网信办决定即日起
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春节网络环
境”专项行动。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围绕改善和
保障广大网民上网体验，重点针对门户
网站、搜索引擎、浏览导航、弹窗广告等
信息入口和资讯推荐、生活服务、社交
平台、论坛社区、直播、短视频等应用环
节，对色情、暴力、赌博以及低俗、媚俗、
庸俗等问题予以坚决治理，对影响群众
生产生活的谣言和虚假信息予以坚决
打击。

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清理网站平
台首页首屏、热搜榜、话题榜、重点推荐
板块、弹窗等关键位置的违法和不良信
息，防止低俗化炒作；集中整治生活服

务类平台推送不良广告行为，特别是为
低俗网文引流问题。

国家网信办将严格规范直播、短视
频类网站平台网红主播行为，引导其言
行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严厉打击各类
公众账号借春节话题开展恶意营销的
行为，清理恶意炒作、断章取义、拼接转
载等不实信息；重点整治不良网络社交
行为和网络暴力现象，打击诱导未成年
人应援打榜、刷量控评行为，整治煽动

“粉丝”互撕和进行网络欺凌的行为。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

网信部门要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
理规定》相关要求，精心制定工作方案，
压实网站平台责任，通过专项行动集中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上网观感的网
络生态问题，为广大群众过一个喜庆祥
和的春节营造健康清朗环境。

“清朗·春节网络环境”行动启动

南京体彩慰问残疾人艺术团

1月8日下午，南京体彩“爱心工
作室”一行5人前往沈婷婷委员工作
室，向新门口社区“新盟残疾人艺术
团”送去新年的慰问。

慰问仪式上，体彩爱心工作室负
责人将食用油、大米等新年慰问品送
到残疾人艺术团代表手上。艺术团
团长朱红霞代表全体团员向南京体
彩爱心工作室志愿者宣读了感谢信，
感谢南京体彩爱心工作室对艺术团
的新春慰问以及对肢残人士的关
爱。现场，艺术团为大家带来手语表
演《感恩的心》以及歌曲《感谢你》，将
最美好的祝福，回赠给体彩爱心工作
室志愿者。

淮安体彩爱心助学慰问环卫工人

1月12日，淮安体彩工作人员来
到淮安区顺河初级中学开展助学活
动，为该校师生带去运动、教学器材，
并向贫困学生捐赠御寒衣物。

淮安市顺河初级中学位于淮安
市淮安区，始建于1958年，学校现
有1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约有800
名，近 5年教育教学质量一直稳居
淮安区先进学校行列。由于学校新
校区暂未交付使用，目前所在校区
设施破旧简陋，难以满足正常的教
学需求。淮安体彩此次不仅捐赠了

乒乓球桌和足球、篮球、排球、跳绳等
体育运动教学器材，还为家庭困难的
10 名学生每人捐赠了一件棉衣和背
包，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和关爱。

1月 29 日，淮安体彩开展春节慰
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米、油等
慰问品和新年的祝福。淮安体彩想
用这些微薄的礼物，来表达对环卫工
人最诚挚的感谢，同时希望通过善行
义举，能在社会中营造支持环卫工
作、尊重环卫工人、维护城市环境的
良好氛围。

淮安体彩这次活动，让环卫工人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苏州体彩看望春运一线人员

春运是游子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必
经环节，春运现场也是体彩“暖冬季”
活动常见的主场。1月 26日上午，苏
州体彩和苏州团市委工作人员组成的
爱心走访小组前往苏州火车站，看
望、问候火车站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春
运志愿者。

交流中，爱心走访小组向火车站一
线工作人员了解了车站日常工作流程、
疫情防控措施等方面的信息。随后，他
们向一线工作人员和春运志愿者送上
了节日慰问品，提醒大家做好个人防
护，并叮嘱他们在一线奋战的同时注意
自身安全，做好防寒、防疫措施。

多地体彩走访慰问销售网点

为了感谢这一年来辛苦付出的体彩
代销者、销售员们，各地体彩机构带着春
节慰问品和诚挚的祝福，走访、慰问体彩
销售网点。

1月21日，宜兴体彩专管员们前往全
市体彩网点，向代销者及销售人员送上春
节礼品，并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
美好的新春祝愿。3202002926代销者吴
女士经营体彩网点已是第12个年头，在
接过专管员手里的年货后，吴女士表示：

“非常感谢体彩中心带来的关爱和温暖，
以后会继续做好销售工作，为广大购彩者
提供更好的服务。”

1月27日，泰兴体彩工作人员也带着
食用油、窗花、对联等新年物资，前往销售
网点开展节前慰问。在向销售人员送上
节日祝福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叮嘱销售人
员，春节将至，人员流动量增大，希望大家
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

2月1日上午，东海县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一行走访慰问体彩困难网
点。东海体彩对全县困难网点进行了摸
底调查，筛选出两家销售网点，这两家网
点的业主都身体患病、家庭困难。在慰问
过程中，东海县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详细询
问了网点业主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同
时将带来的牛奶、大米、食用油、鸡蛋等慰
问品送到业主手上，在寒冷的冬天给大
家带去一丝暖意。

关爱民生，江苏各地体彩开展“暖冬季”活动
每年春节前夕，江苏体彩都会开展“暖冬季”系列活动，向需要帮助和关怀的社会各界送上来自体育彩票的暖心问候。

2021年1月，又一个“暖冬季”如约而至，慰问残疾人艺术团、开展爱心助学活动、看望春运志愿者……江苏各地体彩机构纷
纷行动起来，彰显体育彩票积极助力民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农业
农村部3日表示，将进一步放活土地
经营权，使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
的利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据了解，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是农业部
2005年颁布实施的，许多条款已不
适应新的形势和法律政策要求。针
对这种情况，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了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
将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对此，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与
原有的政策相比，新的管理办法聚焦
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依法保护集体所
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主要就
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
土地经营权增加了一些具体规定，有
助于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使土地
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利用。同时，
新管理办法围绕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补充了新内容，进一步强化了对
耕地的保护和促进粮食生产。

新的管理办法中，一方面，严格
防止耕地“非粮化”，明确土地经营权
流转要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食
生产，将经营项目是否符合粮食生产
等产业规划作为审查审核的重点内

容。另一方面，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禁止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等。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部分工商资
本大规模流转耕地，加剧“非粮化”倾
向等问题，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
要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
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
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地方政
府要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
审核制度，引导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
规范流转土地经营权。

同时，针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新的管理办法明确将建
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
得土地经营权的风险防范制度，有条
件的可以设立风险保障金。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新管理
办法出台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为保护广大承包
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
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不
是限制流转、捆住守法遵规经营主体
的手脚。在要求地方建立健全准入
监管制度的同时，也明确要求各地建
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或农村产权
交易市场，引导和促进土地经营权规
范、有序流转。

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