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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访问之际，习近平在老挝媒
体发表题为《携手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
义的命运共同体》的署名文章。老挝各
界人士热议习主席署名文章，也热切期
盼习主席此访能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
全面、深入发展，两国携手开创更加美
好的明天。

“习主席访问老挝，我非常高兴！
老挝和中国关系好，我们的工作机会
就会更多。老中铁路通车以后，我们
离中国也就更近了。”13日在媒体上看
到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后，中国中铁二
局中老铁路项目部的老挝员工胡阿旺
高兴地与工友讨论习主席文章里有关
中老铁路的内容。

如今，在老挝北部的山壑激流间，
中老铁路建设者正顶着骄阳奋战，为老
挝实现“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打造
最为可靠的钢铁通道。而在首都万象，
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开发的赛色塔综
合开发区建设进展喜人。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赛色塔
综合开发区，这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和
鞭策。我们将更加坚定信心，全面融入
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谱写中老友
谊新篇章作出贡献。”云南建投集团董
事长、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负责人陈文山
对记者说。

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在赛色塔开发区内，老挝员
工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习主席的署名
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

“我很高兴习主席对我们开发区
关心支持，这将推进我们开发区的发
展。我相信老中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会促进两国经济发展，也会更快地提
高两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老挝员工
坎康说。

另一名老挝员工桑雅兰说：“作为
老中合作项目的员工，我很感动也很骄
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我
们老挝的经济发展。我相信在不久的
未来，老中两国合作一定会更加全面和
深入。”

中国电建水电十局承建的南累克
水电站也在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中被提
起。这一中老合作的杰作早被印在了
老挝纸币上。除此之外，如今在老挝全
境，从最北到最南省份都有中国的电力
建设者在忙碌，为老挝打造东南亚“蓄
电池”这一重大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充
电”。

老中友好协会主席、老挝能源矿产
部部长坎马尼?因提拉一直关注两国在
电力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他说，老挝
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步成果感
到欣慰。未来希望继续推动两国合作，
为老挝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可持续
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中老在探索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创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等各方面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进程
中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扶持，各领域合
作全面推进。正如老挝人所说“一根柴
棍烧不成旺火，一根木棍围不成篱笆”，
中国人讲“众志成城”“众人拾柴火焰
高”。对此，老挝著名经济学者、中国工

商银行万象分行副总经理佐松的体会
更直接。

“作为在中国工商银行万象分行的
管理人员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员，我对
老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拓展的大好局面感到无比欣慰，”佐松
说，“中资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老挝
教育医疗、公路机场、电力电网、经济合
作区等项目建设中，为老挝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中两国已结
成互尊互信、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互学
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我是见证者，也是
参与者。”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着重强调，在
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中，中老两国“志同而气和”。老挝老中
友好协会秘书长西昆?本伟莱对此非常
认同：“同样的使命、共同的梦想，让我
们的命运紧紧相连。打造这样的一个
命运共同体不仅对老挝和中国有利，也
对整个区域的繁荣发展有益。”

（新华社万象 11月 13日电 记者
章建华）

众人拾柴 开创中老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署名文章在老挝引发热议

“我总是想起习主席的一句话：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老挝工贸部长、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
开玛妮?奔舍那在谈到老挝人民的梦想
时说，“老中铁路，就是老挝人民的梦。”

老挝是传统农业国，经济水平欠发
达。贸易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外
部投资匮乏，让这个东南亚唯一内陆国
长期困在发展瓶颈中。去年起，400多
公里的中老铁路在老挝境内全线开工，
蜿蜒长龙，穿群山、越平原，连接南北大
地。建成后，它不仅联通贸易、畅通往
来、沟通民心，还将与中泰铁路、马来西
亚东海岸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一道，
形成贯通中南半岛的经贸之路、联系世
界的发展之路、开启梦想的务实之路。

仅用 13天，中铁二局就完成了中

老铁路楠科内河特大桥施工工地的机
械架设和厂房建设。仅此一处工地的
从无到有，已经把“中国速度”诠释得真
真切切。慢节奏的老挝人这一次真实
地感受到，“梦之路”已不遥远。

在中国交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房真如眼中，铁路意味着一个
国家的资源配置、区域平衡和协调发
展。这位扎根海外 30年的老铁路人
说，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连接马两大港
口、连通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平衡马来
半岛东西部发展步调的破局之策。“铁
路修通后，客流物流流量将大幅增加。
届时，从泰国边境到吉隆坡的时间将缩
短至 4个小时，马来半岛东部经济有望
开启一个新时代。”

对老中铁路和沿线经济的规划发

展，老挝计划和投资部长苏潘?乔米赛
心中早有蓝图。他告诉记者，老挝政府
正有针对性地扶植一些铁路沿线重点
产业，如工业、旅游业、物流业、粮食加
工业等。铁路拉动区域经济，沿线产业
又将反哺铁路修建与运营，从而形成一
种铁路与沿线经济互为支撑的良性互
动。

当冰冷的铁轨寄托着炽热的情感，
铁路连通的便不再只是设施、贸易与金
融，而会随人员往来产生文化、价值、情
感方面的联络与融合，达成一种心灵的
融通。

心手相连、民心相通。这或许是
“一带一路”倡议最质朴的原点和依归。

（据新华社万象 11月 13日电 记
者闫洁、凌朔、王玉珏）

“新时代列车”奔向未来
—中老共筑中南半岛上的铁路梦

中国在老挝年轻人眼里是什么样
的？新华社记者日前就此随机采访了
十多位老挝年轻人，“中国帮助了老挝
的发展”是他们的共同印象。

从事酒店管理的阿文 27岁，他在
谈到中国时说：“中国人积极参与帮助
老挝扶贫、赈灾、解决就业问题，提升老
挝生活和教育水平。在这些方面，中国
做得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好。”

20多岁的老挝女孩吉迈表达了相
同的观点：“中国帮助并积极参与了老

挝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接触到的中国人都很友好，而

且对老挝有着深厚的友谊。”曾在中国
留学的兰瑛说，“这些中国人有的来老
挝留学，有的来做生意，还有些人来投
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文化，互相学习
语言。现在越来越多老挝人喜欢上了
汉语。”

在工作中接触过很多中国人的米
粉店老板蓬萨瓦迪说，“我认识的在
老挝的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来到老

挝，来这里修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
提供了便捷。他们还带来很多中国
商 品 ，为 我 采 买 原 料 提 供 了 更 多 选
择。”

勤奋认真、努力工作、节约、乐观、
善良、礼貌、准时等，是老挝年轻人用来
形容中国人时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创
造就业机会、提升老挝基础设施、促进
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等，则是他们对中国
人贡献的认识。

此外，老挝年轻人对于老中两国关
系的评价和展望也很积极，包括“关系
应该更紧密”“应该相互来往，非常友
好”“应该继续加强友好交流，不断深化
合作”“两国领导人应保持经常性互访，
深化密切交流与合作，带领两国人民共
同成就大业”等。

（据新华社万象 11月 13日电 记
者章建华）

中国帮助了老挝发展
—老挝年轻人眼里的中国

第 15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2日在迪
拜阿勒马克图姆机场拉开帷幕。全球
1200余家航空航天业企业和机构齐聚
于此，展示当前行业科技研发、技术创新
和商业交易的最新动态。作为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大型航空航天展览，本次迪拜
航展有四大看点。

看点一：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亮相
在为期 5天的航展上，中国空军八

一飞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将表演
多机编队和单机特技共19个配套动作，
与俄罗斯“勇士”、阿联酋“骑士”等世界
知名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

11月11日，八一飞行表演队完成迪

拜航展最后一次检验性飞行，这一天也
是中国空军成立 68周年纪念日。作为
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中国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用优美的“蓝天芭蕾”在异国
天空“高调”庆祝自己的节日，更向世界
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

看点二：160多架飞机静态展示
飞机是航展永恒的主题。本次航展

设立静态展示园区，观众将有机会近距
离接触160多架飞机。

看点三：中国制造无人机集体亮相
作为第四次参展的中国航空企业代

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17项重点产品
参展，展台面积达200平方米，其中无人

机体系化装备和无人机系统整体解决方
案吸引众多客户驻足体验。本次参展无
人机系统涵盖谱系全面、功能丰富、适用
范围广泛，从高空到低空、从战术到战
略，全面覆盖军用、警用各类型无人机。

看点四：航空航天主题活动放眼未来
据组织者介绍，本次航展期间安排

了一系列航空航天主题会议和论坛。曾
参与执行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的美国前
宇航员阿尔?沃登将发表演讲。海湾飞
行训练论坛在讨论飞行员训练的同时加
入后勤保障和机组人员训练等新内容。

此前，阿联酋政府提出“2117年火
星战略”。根据这份战略规划，阿联酋将
于2020年发射“希望”号宇宙飞船，预计
于2021年抵达火星。因此，本次航展特
别设立未来日，与阿联酋各所大学合作，
旨在点燃年青一代太空梦想，储备未来
专业和研究人才。

（据新华社迪拜 11月 12日电 记
者苏小坡、黄书波）

迪拜航展看点扫描

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于2012年12月1日正式启动，由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于2015年11月
21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6年3月，卫星完成在轨交付。这是2016年8月1日在老挝首都万象拍摄的老
挝亚太卫星地面站。 新华社发

■ 李克强当地时间 13日在马尼拉
分别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韩国总统文
在寅、柬埔寨首相洪森

■汪洋 13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21次全体会议

（均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11月13日电 进机关深
入宣讲、与基层视频连线、和老干部交流
互动……11月13日，全军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分赴火箭军机关，东
部战区陆军机关、南部战区陆军机关、西
部战区陆军机关，北京卫戍区机关等单
位展开宣讲，透彻深入的宣讲、鲜活生动
的解读、通俗易懂的阐述，在广大官兵中
引发热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
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考验……”宣讲团
成员的阐释全面系统、重点突出，解读
精准、说理透彻。讨论交流中，大家纷
纷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
本遵循，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强军战
略、强军部署、强军举措系统贯注到部
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把学习十九大精
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矢志看齐
追随的信仰信念、统领建设发展的目标
思路、聚焦备战打仗的强劲动力、推动
改革强军的实际成效，切实担起新使
命、作出新贡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
力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11月13日，宣讲团成员、军事科学院
副院长曲爱国和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龚耘
为火箭军党委机关干部及直属单位官兵、
驻京离退休干部 1200余人进行宣讲辅
导。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学习，记下要点感
想。大家表示，一定要按照“走在前列”

“关键要实”要求，进一步推动习近平强军
思想在火箭军部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随后，宣讲团成员走进某通信团值勤
机房、班排宿舍，与青年官兵展开互动交
流。该团通信二营曾被全国妇联授予“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副营长魏霞深
有感触地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一
定要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融入工作、融入战
位，立足三尺机台苦练打赢本领，为建设强

大的现代化火箭军贡献智慧力量。”
课上端坐静听凝神聚气，课下集智

攻关练兵备战。东部战区陆军党委机关
和基层部队官兵分别在1个主会场、479
个分会场聆听宣讲。“我们一定要将学习
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在皖
东山区，正在某训练基地开展合成分队
夜间训练的第 72集团军某旅官兵通过
视频会议系统聆听宣讲后，又士气高昂
地投入训练。这个旅依托新型夜战装
备，围绕夜间侦察、火力突击和支援保障
等课题展开集智攻关，完善了 8类合成
分队夜间典型战斗行动预案，探索了陆
军合成分队夜间作战训练新模式。

桂中腹地，骄阳似火。宣讲团成员、
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杨洪江和国防大学国
家安全学院教授李海涛来到南部战区陆
军机关，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全区团
以上单位直播宣讲，为官兵送上十九大
精神的“理论盛宴”。在宣讲主会场，南
部战区陆军机关干部聚精会神聆听宣
讲、奋笔疾书记笔记，踊跃讨论发言。

理论交流“面对面”，千里边关一网
牵。下午，宣讲团成员在南部战区陆军
机关与 3个基层单位视频连线，以答疑
解惑的方式回应官兵关切。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全面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面对官兵提问，杨洪江教授
谈到：“对部队来说，就是以国家安全发
展和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为参照系，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对基层官
兵来说，就是以一流作风和一流干劲，争
当新时代革命军人……”连线结束后，官
兵又走上训练场，备战年终考核。大家
表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要
学出信仰，更要练强本领。

会场气氛热烈，官兵神情专注，宣讲
入脑入心。在西部战区陆军，数万名官
兵在100多个分会场同步聆听宣讲团成

员宣讲，精彩的辅导让大家对十九大精
神的理解更加透彻，投身改革强军的信
念更加坚定。

“宣讲既有理论高度，更有思想深
度，还有暖心温度，让我们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官兵纷纷表
示，一定要始终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
主业，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
陆军不懈奋斗。

思想在延伸中交融，认识在拓展中
凝聚。宣讲团成员条理清晰、紧贴实际
的宣讲，引发北京卫戍区官兵的强烈共
鸣。卫戍区某话务连连长贾礼萍说：“作
为基层官兵，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坚决做到‘三个维护’，高标准完
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把十九大
精神落到实际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信仰与使命同行，才能行稳致远。
宣讲结束，北京卫戍区官兵就将学习十
九大精神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
动力。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上，某防化团
团长马国杰说：“专家宣讲让官兵信念更
坚定、备战劲头更足。我们要坚持仗怎
么打、兵就怎么练，不断提升能打仗、打
胜仗能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忠实
履行新时代新使命。”

9时，宣讲团专家走进全军政工网
直播间，为官兵进行在线辅导。驻守在
长白山深处的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旅维
东哨所官兵，认真聆听在线宣讲，不时向
专家提问。正在南非南部海域执行“和
谐使命－2017”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通过政工网“岸舰一体”系统收看
宣讲视频后，第一时间组织“甲板心得体
会交流会”。官兵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
动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
严承诺，在广袤大洋上播撒“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理念。

（本报记者严珊、王卫东、陈典宏、朱
达、贾保华，特约记者蔡瑞金、李永飞、韩
志言、周景红、欧阳治民，通讯员刘富财、
赖桥泉、樊净芷、杨贵良、蒋德红、江山等
采写）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继续在部队展开宣讲

入脑入心，激发强军新动力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据新华社马尼拉11月13日电 （记
者陈瑶、许林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 11月 13日下午在菲律宾国际会议
中心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
人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与会。李克强
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共同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东盟
成立50周年，中国对东盟的发展进步感
到高兴，对东盟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中
方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
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
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始终把
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持与
东盟做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携手构建理念共通、繁荣
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从现在到
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确定了宏伟目标，这将给中国和世界各
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广空间。

会议通过《中国－东盟关于进一步深
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
《中国－东盟关于全面加强有效反腐败合
作联合声明》、《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联合
声明》和《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
宣言（2017－2027）》等成果文件。

李克强和东盟十国以及对话伙伴国
领导人还共同出席了 12日晚举行的庆
祝东盟成立 50周年纪念活动和 13日上
午举行的本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开幕式。

李克强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强调

构建理念共通繁荣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