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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渝高铁近日开通运行。这条联结西

南和华中、华北等地的交通大动脉，穿越千

山万水，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把重

庆和郑州、长江和黄河更紧密地联结起来，

为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加速”。

交通之变

西南地区添一快速客运通道

白帝城，三国时期刘备托孤之地。公

元759年，诗人李白行至此地遇赦，写下一

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发白帝城》：朝辞白

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

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在当时看

来无比夸张，但用来描写刚开通的郑渝高

铁，则恰如其分。

郑渝高铁，京昆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重庆经过万州、奉节、巫山等三峡

库区后，一路向东北飞驰而去，经过巴东、

襄阳进入河南境内，随后抵达中部交通枢

纽郑州，形成我国西南地区又一快速客运

通道。

“新建郑渝铁路重庆段工程线路起始

自鄂渝省界，正线全长 183.865千米，桥梁

32 座，新建双线隧道 27.5 座，桥隧比

98.18%，为中国第一条桥隧比超过 90%的

复杂险峻山区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渝

黔渝万铁路公司副总经理黄旭说。

重庆奉节，白帝城所在地，一夜之间迈

入高铁时代，迎来发展的新局面。“奉节位

于渝东北地区，过去不通铁路，开车到重庆

要 4 个半小时，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发

展。”奉节县交通局局长彭书山表示，随着

郑渝高铁通车，奉节到重庆的时间缩短为

1个多小时，到郑州的时间也仅需4小时左

右。

奉节的交通之变，是整个三峡库区乃

至西南地区的缩影。

“郑渝高铁将重庆至郑州的交通时间

从8小时缩短到4小时，并通过郑州‘米’字

形快速铁路网，使重庆与北京、上海、武汉、

西安、合肥、济南等重要城市的交通时间也

极大缩短，这有效促进了西南地区与华中、

华北以及华东等区域的更高效对接与流

通，对中原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长江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西

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刚说。

发展之变

中西部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兴材料

是中部城市郑州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西

部直辖市重庆的支柱产业。重庆和郑州在

产业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异。郑

渝高铁的开通，将大大促进两个城市之间

的要素流动，对强化供应链协作、确保供应

链安全、降低物流成本等具有重要作用。

“2008 年，我们从河南发一车货到重

庆，需要三五天甚至一周，现在只需要一两

天。”重庆市豫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周伟杰

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做市政设施新材料产

销，郑渝高铁开通，将进一步拓展产品辐射

力，给企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不仅仅是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资源

要素也将随着郑渝高铁开通进一步集

聚。“以前，中原人才喜欢去东部沿海地

区。郑渝高铁通车后，高层次人才流动会

更加频繁，去西南地区将成为一种重要选

择。”重庆市周口商会会长黄辉说，同时，

信息流、资金流也将随着人才和产业加快

流动，帮助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

市和中原地区强化供应链整合和产业提

档升级。

“郑渝高铁将中原、成渝两个城市群以

及中西部两个开放高地联系起来，让双方

增加了一条走出去的快速通道。”重庆工商

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研

究员莫远明说，郑州可以利用重庆的西部

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成渝）优势，重庆可

以利用郑州的航空和铁路网络优势，二者

的交通物流将更为顺畅，开放程度将进一

步提升，区域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将显著

增强。

文化之变

江河文明深化融合蕴新机

郑渝高铁既是一条打破时空距离的有形

通道，也是一条促进文化交流的无形通道。

重庆巫山，大溪文化遗址考古现场。

专家们发现，这里出土的折沿盆、敛口钵、

弇口瓮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与河南仰韶

地区出土的陶器，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

统。“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文明和

长江文明就存在一定的交融。”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考古专家彭学斌介绍说。

唐宋以来，李白、杜甫、刘禹锡等无数

文人骚客在如今的郑渝高铁沿线，留下众

多千古名篇。尤其是故乡在郑州巩义的杜

甫，在重庆写下了数百首诗篇，其中仅在奉

节就写下400余首。

今年初，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

产，大力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启动。而郑渝高铁所经过的三峡

库区，正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

核心区域。

国潮风起，文化大美。近年来，郑渝高

铁沿线各地纷纷推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打造了《归来三峡》《三峡之

光》等大型文化产品，深受观众喜爱。随着

郑渝高铁的开通，两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将进

一步突破区域阻隔，沁润更多人的心灵。

“近年来，我们一直苦练内功，完善基础

设施，充分利用人文和生态资源，打造精品

旅游线路，就是想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和郑渝高铁通车的契机，建成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聂晖等专家表示，

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郑

渝高铁开通带来的融通效应，将促进流域

地区的文化力量愈加勃发，助力流域地区

迈向高质量发展。（记者：李勇 王丁 韩振

张兴军 双瑞 陈青冰）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千里郑渝一“线”牵
——郑渝高铁为中西部发展“加速”

一辆郑渝高铁列车在汉江上驶过。 □新华社发 伍志尊 摄

香港青年李冠亿：

“用笔墨绘出祖国山河是我的梦想”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白宫正在讨

论是否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的关税。鉴于当下美国面临 40
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有识之士呼

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以抑制通

胀，减轻百姓压力。但分析人士指出，为

了在 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赢得优势，美

国民主、共和两党争斗加剧，使得白宫在

修正上届政府错误对华政策问题上举棋

不定，引起业界和民众不满。

通胀高企招致广泛责难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八个月高于

6%，近三个月同比涨幅都在8%以上。

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姆布拉德

对新华社记者说，食品和汽油价格仍在攀

升，至少在未来几个月，看不到通胀缓解

迹象。

美国政府面临着国内舆论对其经济政

策的质疑和批评。《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

称，当前的通胀是“可以预见的”，是由过度

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所致。

皮尤研究中心 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70%的美国民众认为通胀是“非常大的问

题”。日前发布的《政治报》-晨间咨询公司

联合民意调查显示，约40%美国民众认为美

国政府政策应对高通胀“负很大责任”。

在应对通胀方面，美国政府可用的工

具并不多。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

授萨默斯此前指出，通过取消加征关税来

降低通胀，比白宫提出的反垄断、控制肉

类价格等方法更重要、更有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表示，“没有理

由”维持对华加征关税，这是对美国消费

者和企业征收的“不必要税收”。美国民

众对通胀不断上升感到不满，尽快取消加

征关税是降低物价的方法之一。

取消加征关税可解
“燃眉之急”

尽管美联储已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在

加息和“缩表”上快步走，但美国通胀仍未

明显缓解。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持续高企

让美联储货币政策“走钢丝”难度渐增，美

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在此背景下，部分

白宫官员、商界人士、经济学家呼吁削减

或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以解通胀“燃眉之

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接受美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说，通胀率高得“不可接

受”，把通胀降下来是“首要任务”。她表

示，加征关税是从前任政府“继承的”，有

些关税并未达到战略目的，还增加了消费

者支出，政府正在考虑调整部分关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报

告指出，如果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

产品加征的关税，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

加征的钢铁关税等，美国通胀率可降低约

1.3个百分点。

该报告主笔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日前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取消或削减对华加征

关税，有助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也意味

着美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竞争，会促使其放

缓上调价格，从而有助于降低通胀水平、

稳定通胀预期，这在当前尤为重要。

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戴维阿德尔曼

日前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在

经济上是徒劳的，如“回旋镖”一般伤及美

国经济。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将有助于缓

解通胀压力和恢复民众对经济的信心。

犹豫不决自陷党争困境

面对与日俱增的通胀压力，取消对华

加征关税成为美国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少

数可行且有效的应对选项之一，但白宫仍

迟迟未作出决定。分析人士认为，美政府

前期误判通胀走势，导致如今严峻的通胀

局面。随着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对华

贸易问题更加被政治化，拜登政府如果不

尽早回应业界呼声，在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问题上继续举棋不定，恐将在缓解通胀和

谋划选情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关乎美国民众利

益，却一定程度被党争绑架，成为民主、共

和两党着眼选举的政治算计议题，即使是

理智、理性的决定也因此受到掣肘。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日

前在社交媒体上声称“现在不是对中国手

软的时候”，遭到网友讽刺。一位网友留

言说：“（关税）正加剧通胀，你抱怨通胀问

题，而当他们试图（通过取消加征关税）缓

解通胀时，你却抱怨。”另一位网友评论

说：“我们需要做对国家最好的事，而不是

为一个政党，别玩游戏了。”

美国艾奥瓦州前众议员、民主党人格

雷格丘萨克告诉新华社记者，中期选举背

景下，共和党候选人甚至比目前的国会成

员更偏向右翼、更极端，而民主党候选人

不愿被视为“软弱”，因而在做“正确的事

情”方面感受到阻力。

赫夫鲍尔也坦言，考虑到当前政治形

势，削减或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可能导致

部分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软弱”。

“我认为这会阻止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做

对美国经济有利的事情。但我希望他们

能这样做。” （华社华盛顿6月27日电）

对华加征关税加剧通胀

美国两党争斗危及民生

■新华社记者 段菁菁

浙江杭州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25 周年活动上，一幅背景源于“虎跑

梦泉”的水墨长卷吸引不少人驻足观

看。这是香港青年李冠亿给家乡送上

的一份祝福，也是给自己 25岁的生日礼

物。

内地求学10年，李冠亿“一头扎进传

统”，在中国山水画中探究东方美学传统

的博大精深。他说：“用笔墨绘出祖国山

河是我的梦想。”

1997 年，李冠亿出生于香港。受到

从事艺术创作的父母影响，李冠亿从小喜

欢涂涂画画。但他坦言，以前画画只是作

为兴趣爱好，自己并未想过要将其当作专

业。“假如没有与中国画结缘，我现在可能

走上家人朋友眼中‘更务实’的一条路，当

一名建筑设计师。”

转折发生在 2012年。看到儿子在绘

画方面逐渐展现天赋，在杭州定居的母亲

鼓励李冠亿走上艺术道路。“尽管当时对

杭州和中国美术学院都不了解，但是能够

走上艺术道路的未来吸引了我。”李冠亿

说。

15岁的李冠亿以优异的专业课成绩

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在选修课中，他

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山水画。

“以前对中国画的了解都来自母亲

的画作。进入课堂，我才体会到中国山

水画中寄托于山林的艺术情感。对以

学习描绘人物为主的我，就像打开一扇

新大门。”2015年，李冠亿如愿进入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专业学习，并读

研深造。

相比于自然山水，这个香港青年更醉

心于祖国的历史风貌。初中时，学校组织

游学团，很多同学选择了欧美国家，李冠

亿则选择了古都西安。

接触中国画后，国画大师吴冠中笔下

的《交河故城》让他心向往之。“吴冠中用

丰富的灰色调描绘了这座古城。这让我

常常想，这座保存两千多年的都市遗迹曾

经是怎样的繁荣景象。”

跟随吴冠中的创作足迹，寻访新疆交

河故城成为李冠亿毕业之旅的主题。当

他真正走近古城的那一刻，久久无法下

笔。“古城脚下，内心被满满的民族自豪感

填满。”李冠亿说，每一次创作都像是一次

洗礼，也更进一步加深他对祖国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

当收到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活动的邀约时，李冠亿激动不已：“香港

和杭州都是我最牵挂的地方，把新西湖美

景之一的虎跑泉入画送给家乡香港，我觉

得意义非凡。”

来杭州后，李冠亿除了背着画架寻访

祖国山水，还参与创办了美院的文创孵化

器社团，参加各类港澳青年交流活动，兼

职美术专业助教……通过这些经历，他深

刻感受到内地快速发展的脉搏。

“这些年，国家对香港青年非常重视，

不断创造条件为我们搭建发展平台、提供

便利条件。”李冠亿说，希望有更多香港青

年来到内地，感受祖国悠久传统文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增进了解和情感。

谈到职业规划，目前在中国美术学院

读研的李冠亿说，随着与内地文化艺术交

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如今香港的中国画

家已成为一支独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创作

队伍。他希望，毕业后能加入这个队伍，

立足传统、面向世界，为香港发展中外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贡献心力。

（新华社杭州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