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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25日宣布：应津巴布韦共和
国总统姆南加古瓦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将赴津巴布
韦首都哈拉雷出席于 8月 26日举行的姆
南加古瓦总统就职典礼。

习近平主席特使苏辉
将出席津巴布韦总统就职典礼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年来，中
国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同“一带一
路”建设参与国广泛开展人文交流与合
作，沿线国家人民心灵距离日益拉近，成
为“一带一路”建设最坚实的基础。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

互联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文交流合作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
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
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
尊重的人文格局。

为实现这一目标，文化、旅游、教育等
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年）》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加快推进我国
新闻出版业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走出去”工作方案》掀起“一带一
路”新闻出版热潮；教育部出台《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

顺利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
国深化文化、教育等领域改革一大动力
引擎，沿线各国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搭上
了“一带一路”这趟快车。

5年来，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努力下，文化交流合作互
联机制不断健全。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
最新数字显示，2013 年至今，中国已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文化、旅
游合作文件 76 份，推动建立中国—东
盟、中国—中东欧、中俄蒙等一系列双、
多边文化旅游合作机制。世界旅游联盟
正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
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逐步建立并
完善，为推动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和跨区
域合作开辟了新渠道。

搭 建 新 平 台 ，扩 大

“朋友圈”

作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的分部，
2016 年落成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
馆，两年来累计接待观众 13000多人次；
2018 年 7月，仰光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启
用，中心将开设语言、书画、音乐、舞蹈、
武术、烹饪、中医治疗等培训课程……
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国家签署了 24份设立文化中心的政
府文件，“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文化中心
总数达到 16 家，举办文化活动逾 1600
场。这些中国文化中心不断扩大当地
“朋友圈”，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民众了
解中国文化和当代发展的重要平台。

为推动版权输出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出版部门组织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
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
划、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 10个工程
项目。越南文、泰文、俄文、尼泊尔文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语种、小语种版
权输出实现较快增长。

教育部着力构建全国“一带一路”教
育行动网，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等引领性
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奖学金生达到
61%。据统计，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
成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新的增长点。

打造文化品牌，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2018年春节期间，“欢乐春节”活动
覆盖 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亮点频现，形成了
“丝路之旅”“欢乐春节”“青年汉学家研修
计划”“中华文化讲堂”“阿拉伯艺术节”等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和旅游品牌。

5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作品、
图书出版物、动漫游戏、文化艺术展演等
走出国门。截至目前，我国已与“一带一
路”沿线 2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电影合
拍协议，中外媒体机构合作创作了一批
影视精品，如中印合拍电影《功夫瑜伽》、
中美合拍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中捷
合拍动画片《熊猫与小鼹鼠》等。

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合作成果充分体
现出开放包容的中国精神，也在文明互鉴
中创造出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有利环境，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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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西非的塞拉利昂与中国万里相
隔，但中塞友谊却翻山越洋、源远流长。

近日，在完成为期一年的军事公共
卫生合作任务后，中国第二批援塞军事
医学专家组一行 14人回国。在塞拉利
昂的一年，他们倾情提供医疗服务，与
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塞拉利昂传染病高发，疟疾、霍乱、
伤寒等疾病十分常见，但多年来这个国
家一直没有专门的传染病门诊，造成很
多患者得不到及时专业的诊治。

抵达塞拉利昂后，第二批援塞军事
医学专家组积极与塞方协商，准备在塞
军第 34医院开设传染病门诊。说干就
干，医疗专家黄磊、护理专家吴丹积极
帮助培训医务人员，临床检验专家杨
光、感控专家贾红军等人用最短时间完
成了血细胞分析仪、尿分析仪、生化分
析仪等设备的安装……经过专家组全
体人员的努力，开设传染病门诊所需的
抽血室、输液室、辅助检查室和临床检
验室等相继建成。

去年 11 月 9 日，中国军医在塞军
第 34医院开设的传染病门诊正式投入
运行，当天就接诊病患百余人。塞军
第 34医院院长萨郝尔准将高兴地说：
“我们太需要传染病门诊了，感谢中国
军医。”

截至 2018年 7月，传染病门诊共接
诊塞方患者 1400 余人次，成功抢救当
地危重患者 7人，为塞方培训医务人员
22名，受到塞拉利昂各界的好评。

去年 9月，执行“和谐使命-2017”
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
塞拉利昂。为配合医院船顺利完成人
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专家组提前做了
大量工作。从 8月开始，他们就按照传

染病医院“三区两线”的标准规划筛查
点布局，并着手准备筛查点所需的各类
物资。

医院船停靠后，专家组作为“第一
道关口”，负责疾病筛查和病患分诊，让
非传染病患者上船就诊，传染病患者在
陆上治疗，从而确保医院船的诊疗服务
有序进行。

那段时间，为了让更多的塞拉利昂
民众得到救治，专家组军医平均每天工
作十几个小时。最忙的时候，吴丹一天
要筛查上百名患者，吃饭喝水都顾不
上。尽管辛苦，但她说：“作为中塞友谊
的使者，能为当地人民带来健康，我感
到十分欣慰。”

和平方舟医院船停靠塞拉利昂期
间，在专家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65岁的
白内障患者哈桑重见光明；7岁的普琳
塞丝接受了全麻脐疝修补手术，治愈了
严重困扰她的腹痛、便秘；41岁的穆罕默
德彻底摆脱了膀胱结石的折磨……

在塞拉利昂，专家组军医还是一群
残疾孤儿的亲人。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郊有一所
柴郡残疾之家，里面生活着约 40名残
疾孤儿。2018年新年前夕，中国军医再
次来到这里慰问，他们不但精心挑选了
食品、图书等礼物，还为孩子们检查身
体，讲解疾病预防知识。

听说残疾之家的小女孩巴斯马萨
就要过生日了，中国军医特意为她准备
了一个生日蛋糕。当蜡烛点亮，大家一
起唱起生日歌时，坐在轮椅上的小巴斯
马萨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她激动地说：
“陪我过生日的中国军医就像是我的爸
爸妈妈，你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长大
了，我也要当一名医生。”

在塞拉利昂的一年间，中国第二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倾情提供医疗服务，与当地
人民结下深厚情谊。一名残疾孤儿动情地说—

中国军医是最亲的人
■张 芸 洪建国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执行任务一年，中国第二批援塞

军事医学专家组发扬“不畏艰苦、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

疗队精神，在异国他乡为当地民众送

去爱的温暖、点燃生的希望。一句“最

亲最亲的人”，是小巴斯马萨的真情流

露，也是塞拉利昂人民对中国军医的

最高褒奖。

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是中国援

非医护人员群体的缩影。自1963年

以来，中国援非医疗队的足迹已遍

布非洲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

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救治

了数以亿计非洲患者，培训了数以

万计当地医务人员，不断拉近着中

非人民之间的距离，为中非友谊的

枝繁叶茂注入了充沛甘甜的“源头

活水”。

播撒大爱 厚植友谊
■罗 铮

据 新 华 社 坎 帕 拉 8月 24日 电

（记者张改萍）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23
日参观了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
司（中国水电）总承包的卡鲁玛水电站
在建工程，称赞项目建设出色。

在乌干达能源与矿业部长穆洛尼、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郑竹强、乌发电公司以
及中国承建方代表等陪同下，穆塞韦尼参
观了水电站大坝及相关设施，听取了中方
和乌方代表对电站建设情况的汇报。

卡鲁玛水电站是目前乌干达在建

的第一大水电站，其装机容量为 60万
千瓦，于 2013年 8月开工建设。项目资
金的 15％由乌政府承担，85％由中国
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性质贷款。

穆塞韦尼对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
贷款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中国水电作为
总承包商所做的工作。

卡鲁玛水电站是中国与乌干达经济
合作领域的典范，建成后每年将发电40
亿千瓦时，为乌干达带来超过 2亿美元
收入，接近乌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

乌干达总统称赞中企承建的卡鲁玛水电站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8月24日电

（记者王守宝）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
哈迈德 24日说，中国是埃塞俄比亚非
常好的合作伙伴，中国支持埃塞俄比亚
的人力资源开发，他对中方在这方面所
作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阿比·艾哈迈德当晚出席了中国驻
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经商处举办的埃塞
俄比亚赴中国援外培训学员联谊会。
他表示，人力资源开发是埃塞政府的优
先事项，今年该国派遣了 1000 多名学

生到中国学习，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加
强对埃塞俄比亚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
支持。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谈践表示，
对人力资源的教育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将会在人力资源开
发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系。

来自埃塞俄比亚各行各业的 220
名接受中国政府教育援助的学员出席
了联谊会，他们将于近期前往中国的大
学进一步深造。

埃塞总理赞赏中国支持该国人力资源开发

本报黄山舰8月24日电 记者段
江山、通讯员徐广报道：赴澳大利亚参
加“卡卡杜-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
的海军黄山舰，近日利用航渡时机开
展针对性训练。

根据此次联演的相关内容，黄山
舰深入开展了方案预案研讨和重难点
课目专攻精练，重点组织了作战能力
保持训练，有效提升了各战位的协同
配合，实际检验了各项方案的可行性，
任务兵力综合作战和临机处置能力持
续提升。

参加“卡卡杜-2018”联演

黄山舰进行针对性训练

本报崇左 8月 25日电 周娜、

胡红升报道：8月 25日，参加中越两
军边境联合义诊的越南人民军医疗队
通过广西边境水口口岸来到中国境
内，受到中方热烈迎接。

当天下午，双方医疗队召开见面
会，就中越两军边境联合义诊我国国
内阶段活动对接计划安排。

8月 26日至 28日，双方医疗队将
在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开展义诊巡诊、
健康知识宣讲以及学术研讨交流等
活动。

中越两军边境联合义诊

我国国内阶段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莫斯科 8月 25日电

（刘轩宇、黄书波）当地时间 24日 14时
55分，随着红、白、蓝三色涂装的 6架
歼-10表演机依次升空，中国空军八
一飞行表演队在俄罗斯国际军事技术
论坛上精彩亮相。（上图，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蔚蓝的天空下，八一飞行表演队
成功上演了六机向下开花、五机水平
向上开花、四机编队横滚、单机蛇行扭
转等 21个高难度飞行动作，赢得了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军队-
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21日在莫斯
科州库宾卡市开幕。八一飞行表演队
应俄罗斯国防部邀请，作为唯一一支
外国飞行表演队与俄罗斯“勇士”“雨
燕”飞行表演队在论坛期间共舞蓝天。

八一飞行表演队在俄罗斯国际军事技术论坛精彩亮相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4日电 （记
者刘阳）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 24日在得
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正式成立，美军设立这
一司令部意在提高陆军现代化作战水平。

未来司令部由约500人组成，办公地
点位于奥斯汀市的得克萨斯大学内。司
令部司令约翰·穆雷在成立仪式上说，未
来司令部将融合科技、研究、开发、概念、
测试、工程、采购等领域人才，以保证美
国陆军永远是全球最强大的地面部队。

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表示，设立新

的未来司令部是美陆军 1973 年以来规
模最大的一次架构改革。他强调，未来
司令部将“在研发中（为美军）提供创新
的解决方案”。

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说，未来司令
部工作人员将着便服工作，这一司令部也
是美国首个坐落在城市中心的重要指挥中
心，这些安排有助于让未来司令部更好融
入周边环境，尽可能利用周边高科技资源。

2017年 10月，美军宣布将设立未来
司令部。

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正式成立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24日电 （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 24日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武
装分子袭击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
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

武装分子 23 日在中非共和国下科
托省袭击一个中非稳定团车队，导致一
名布隆迪籍维和士兵死亡。就此，安理

会发表媒体声明，以强烈言辞谴责此次
袭击，重申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
成战争罪，提醒有关各方履行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古特雷斯24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谴责袭击事件，对死者家属和布隆迪政府
致以深切慰问，敦促中非共和国当局对袭
击事件展开调查，迅速将行凶者绳之以法。

联合国谴责驻中非维和部队遭袭事件

2017年8月17日，第二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来到塞拉利昂弗里敦市的

一个灾民安置点，为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民众进行义诊。图为护士长吴丹正在为

一名受伤的儿童清创。 黄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