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要 闻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星期五版面编辑/张天南 杨艳

本报北京 11月 22日电 曹舒雅

报道：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主办
的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军事文化
论坛 22 日在京举行。来自各军种部
队、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解放军
新闻传播中心、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
等单位的 70 余名专家、获奖代表参加
论坛。

本次论坛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
创新发展军事文化”为主题，总结改革
开放 40年来军事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
梳理分析 40年来军事文化发展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先进经
验，共谋军事文化创新发展。先期，论
坛面向全军发起征文，有 12 篇论文获
奖。论坛上，6名专家和 4名获奖代表

进行交流发言。分组讨论中，专家和代
表围绕军事文化理论、部队文化建设和
军事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就制定新时代
军事文化发展规划、打造新型军事文化
人才方阵、建设维护文化安全高端智
库、探索军事文化传播方法路径、健全
完善军事文化法规制度、加强基层文化
建设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形成了一
批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理论
研究成果。

论坛的主办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自 2017年成立以来已建立了以军
事文化研究中心为龙头的一系列研究机
构，承担了多项高端智库课题。此次论
坛是该院融合多方研究力量，加强智库
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军事文化论坛举行
新华社马尼拉11月22日电 （记

者袁梦晨、杨柯、郑昕）国家主席习近平
20 日至 21 日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在菲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多名菲
政府部长、工商界领袖和知名学者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主席访菲
期间两国元首就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
作出顶层设计，指引双边关系行稳致
远，此访的成功让他们对未来菲中关系
发展充满信心。

习主席在访问期间与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
定，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基础上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
作关系。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莫赫内斯·
埃斯佩龙对新华社记者说，习主席此访
成果丰硕，为接下来两国关系发展打造

了一个全新的起点，相信未来两国会保
持各层级密切对话沟通，把菲中友好关
系推向更高水平。

在菲律宾新闻部长马丁·安达纳尔
看来，两国元首作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决定意义重大，这
表明菲中关系已迈上一个新台阶。

安达纳尔表示，两国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对两国关系的
未来充满信心，合作友好是我们唯一正
确的选择。作为邻国，菲中需要守望相
助”。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
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署。
菲律宾能源部长阿方索·库西认

为，习主席此次访菲十分成功，菲中签
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是
巩固两国关系“积极的一步”，表明“两
国可以在本地区能源联合开发与资源
利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库西表示，菲中能源合作前景光
明，大有可为，“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开展
的油气开发合作能对各方都有利”。

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部长马
克·维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
未来菲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
充满信心。“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后，我相信两国
将会开展更多的合作。菲律宾有很多
大型工程正在推进中，基础设施建设是
中国的强项，我们期待着与中国开展互

利合作。”
菲律宾国际商会主席蔡聪妙说，

习主席的到访给菲工商人士吃下了“定
心丸”，让大家更加看好菲中两国的经
贸合作前景，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菲律
宾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习主席访菲期间提到中菲要扩大
教育、文化、旅游等交流合作，打造增进
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新舞台。菲律
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克拉里塔·卡洛斯对
此表示十分高兴。“人文交往能够加深
相互理解，比如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年轻
人对学习中文感兴趣，这是两国交往中
的一个积极信号。”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卢西奥·皮特洛说，习主席此访显示出
菲中友好合作领域越来越广，相信未来
两国关系会越来越好。

“我们对菲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菲律宾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国事访问成果

■李克强 22日在京同哈萨克斯坦总理
萨金塔耶夫举行中哈总理第四次定期会晤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22日在
京召开“三农”工作对口协商座谈会，汪洋出
席并讲话 （均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

隔海相望、一衣带水，邻里间难免有
分歧矛盾，如何面对和解决，凸显眼光与
格局。

访问文莱、菲律宾期间，习近平主席
指出，有关各方要持续推进海上合作和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通过友好协商管控
分歧，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11 月 20 日晚，菲律宾总统府接待
厅，灯光璀璨，掌声连连。习近平主席同
杜特尔特总统一起见证近 30项双边合
作文件签署。其中，中菲关于油气开发
合作谅解备忘录引人注目，中菲海上合
作迈出历史性新步伐。

跨越千年，亲诚惠容的理念让睦邻
友好的传统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以义为先 携手共进

访问巴新期间，习近平主席将 18年
前自己担任福建省省长时推动实施福建
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技术
示范项目的往事娓娓道来。
“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作

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
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

18年后，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尼尔总
理共同见证下，中国巴新签署了新的菌
草、旱稻技术项目协议。东高地省省长
彼得·努姆激动地说：“感谢习近平主席
没有忘记我们。”

时间是最有力量的语言，行动是最

生动的注脚。
随着中国巴新关系蒸蒸日上，越来

越多中国企业走进巴新，修建道路和桥
梁，建设电站、学校、医院，为这片充满希
望的热土注入活力，带来福祉。

11月 16日，莫尔兹比港，不是节日，
胜似节日。两个项目、两场活动。

刚刚结束同达达埃总督的会见，习近平
主席便来到位于巴新议会大厦前独立大
道起点，出席中国援建道路启用仪式。这
条道路，不仅成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期间巴新政府的迎宾大道，更将
在日后为当地百姓带来便利和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说：“中方愿同
巴新方增进互信，扩大交流，加强合作，
共同规划建设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友谊
之路。”

奥尼尔总理热情回应：“欢迎中国朋
友到来。巴新国家发展任重道远，我们
愿同中国保持强劲伙伴关系。”

当习近平主席驱车驶上这条宽阔笔
直的大道时，沿途的人群沸腾了。鼓点
激越、舞姿欢腾，草裙旋摆、笑逐颜开。
他们手舞足蹈、纵情欢呼，向习近平主席
致以崇高敬意。

中午，习近平主席又来到位于莫尔
兹比港南部的中国－巴新友谊学校布图
卡学园，为这所中国援建的学校揭牌。
学校将为当地 3300 名孩子解决上学难
问题。中国的乒乓球教练也要在这里训
练巴新运动员。

又是一个个期盼的眼神，又是一片
片欢腾的海洋。校园外，数百名学生家

长自发赶来，夹道欢呼“感谢中国”。校
园里，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挥舞着中国和
巴新两国国旗，不停地用中英文高呼“欢
迎”“Welcome”。
“人才是第一资源，我们援建布图卡

学园就是为了帮助贵国培养人才。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习近平主席一席话
阐明中国援助的真诚用心。

这是一项看似常规却又很不寻常的
安排——

抵达马尼拉之后，习近平主席安排
的第一场活动便是前往菲律宾国父、民
族英雄黎刹纪念碑敬献花圈。一百多年
前，菲律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
独立的悲壮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相似的奋争历程、共同的发展梦想。
在同杜特尔特总统共见记者时，

习近平主席引用何塞·黎刹的名言，引
发了强烈共鸣：“如果不献身给一个伟大
的理想，生命就毫无意义。”

在探索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征程
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目标更相通、
利益更相融、心灵更相近。

奥尼尔总理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十分钦佩。这次见到习近平
主席，他恳切地说：“巴新还是个农业国，
现在的发展阶段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
很多相似之处，希望学习中国成功经验，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习近平主席对
他说：“我同你分享一些中国经验，那就
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
强调指出：“不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一员，永远同发
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同舟共济 大道至简

11 月 16日，一场多边活动，世人瞩
目。

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密
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萨摩亚
总理图伊拉埃帕、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瓦
伊、库克群岛总理普纳、汤加首相波希
瓦、纽埃总理塔拉吉等专程赶来。斐济
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忙于国内大选，特别
派国防部部长作为政府代表前来出席。

4年前，习近平主席亲自倡议，在斐
济楠迪同 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
行首次集体会晤。那一次，各方一致同
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关系。这一次，老友新朋再聚一堂，中国
同岛国关系实现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飞跃。

一场活动，带活中国同整个南太地
区的全方位合作。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实
实在在合作新举措：2019年下半年共同
举办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
合作论坛，办好 2019年中国－太平洋岛
国旅游年系列活动，向各岛国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携手推动《巴黎协定》有效
实施……岛国领导人纷纷感言：中国是
太平洋岛国实现发展愿景、增进人民福
祉、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伙伴。

浩渺无垠的南太平洋，大小岛屿星

罗棋布。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聚合
在一起？

尽管在巴新国事访问日程十分紧
张，但在集体会晤之前，习近平主席仍同
每一位岛国领导人单独晤谈。

以诚相知、以礼相待、以心相交。
行胜于言。一个细节令人难忘。11

月 16日，在巴新访问期间，原定中午 1点
半举行的欢迎午宴，由于前面活动时间
一再延长，直到下午 3 点才开始举行。
而随后，就将是习近平主席同建交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的密集会晤。巴新总理奥
尼尔虽然很想让习近平主席品尝富有巴
新特色的甜点，但担心习近平主席过于
劳累，还是提议早些结束午宴，习近平
主席说：“既然准备了，还是要品尝。”在
场巴新官员为习近平主席展现出的真诚
和对主人的尊重而热烈鼓掌。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
际社会平等一员，这是中国外交所秉持
的一项基本准则。

当巴新提出承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最早表示支持。不
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近平主席还
亲自率团出席，巴新官员多次表示，如无
中方支持，巴新不可能成功办会。

无论是国事访问、同建交太平洋岛国
领导人会晤，还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一带一路”都是高频词。
“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平

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
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
光大道。”习近平主席宣示的中国主张，

得到积极回应。
从“向南看”到“向北看”，位于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延伸带上的巴布亚
新几内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热情如
热带阳光般炽烈。今年6月，巴新成为太
平洋岛国地区第一个同中方签署“一带一
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奥尼尔总理
向习近平主席表示，十分期待明年赴华出
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文莱、菲律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枢纽。两份合作文件，凸显它们对新
丝路的新热望。一份是中菲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标志“一带
一路”实现了对东盟十国全覆盖。另一
份是中国文莱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规划，中文“一带一路”合作走向深入。

习近平主席出访启程之前，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落幕。这场吸引了
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600多家企
业参展的全球盛会，充分展现了中国主动
开放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决心。

访问期间，无论是国事访问还是在
双边、多边场合，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对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表示
祝贺。

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大潮不
可阻挡，同舟共济、命运与共的时代大潮
不可阻挡。听了习近平主席阐述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杜特尔特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说：“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站在
历史的正确一边。”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

霍小光、郝薇薇）

11 月 17 日，云南开远，解放军第
926医院。扫雷英雄杜富国的病房来
了几位特殊的探视者：在边境作战中
光荣负伤的战斗英雄、一级伤残军人
安忠文，一等功臣、一级伤残军人王曙
光，三级伤残军人臧雷以及“模范卫生
员”钟惠玲等。这些 30多年前曾奋战
在保家卫国一线的老兵，从黑龙江、北
京、成都等地专程赶来，看望年轻战友
杜富国，为他加油鼓劲。

杜富国，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
大队四队士官。10月 11日下午，杜富
国和战友在云南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
扫雷作业时，突遇爆炸。危急时刻，他
挡开战友，自己却不幸被炸伤致残，失
去了双手和双眼，被南部战区陆军党
委记一等功。

英雄的壮举传开后，群众和网友
纷纷为英勇的扫雷战士点赞。他的伤
情不仅牵动着边疆人民的心，也让曾
在边境作战中负伤的老兵格外牵挂。
他们相约：“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流血
负伤是真英雄，我们要去看看他，为他
喝彩，也为他鼓劲！”

听说英雄前辈来了，杜富国很是激
动，立即站起身来迎接。退役军人、黑
龙江省家缘扶贫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孙
超忙扶他坐下。随后，大家围坐在杜富
国身边，讲述自己的经历，鼓励杜富国
战胜伤痛。现场气氛热烈，不时发出爽
朗的笑声，看不出是几位重伤残人士在
交流，倒更像是一场战友聚会。
“假如从事文学，我可能成为李白，

假如从事科学，我可能成为牛顿……为
花儿笑的可爱，为炊烟自由的升腾，为
车轮狂热的飞奔，我宽厚的肩膀啊，我

愿撑起这世界所有的幸福……”在战斗
中以身滚雷为部队开辟前进通道，失去
双眼及一条腿的“战斗英雄”安忠文，深
情朗诵起自己创作的诗歌。
“当年您为什么会以身滚雷？”杜富

国问安忠文。“我多滚爆一颗地雷，战友
就多一分安全！”杜富国点点头：“我也
是这么想的，战友安全就好。”
“小杜，我能理解你面对伤残的痛

苦，害怕自己会成为家人的拖累。但其
实不是这样的，家人朋友都以你为荣，
生活依然可以阳光快乐！”安忠文的妻
子剥开桔子递到杜富国嘴边，“我们从
攀枝花老家过来，这是忠文在自家院子
里种的桔子，你快尝尝甜不甜。”

安忠文接过话茬儿：“我们眼睛失
去光明，心里升起太阳！这个太阳的
能量要比自然界的太阳更强大，这样
才能战胜自己。”“是！是！”杜富国连
声回应。
“来，我先教你怎么用手机。”说

着，安忠文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现在
科技水平很高，没有眼睛和手可以安
装义眼和假肢。装了假肢以后，自己
喝水、吃饭都没有问题。盲人用的手
机就是多装了一个软件，叫读屏软
件。”安忠文熟练地用手肘触动手机屏
播放音乐，杜富国侧耳倾听。
“他现在每天戴着一副很酷的墨

镜。”

“他在收集牺牲战友的照片，发动
所有的战友一起找，计划将照片做成
瓷片，然后再送到烈士陵园里一个一
个装上去。”
“这几年，为了做这件事，他跑了

几千公里，每年要作很多场报告。”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介绍安忠文

正在做的事情，杜富国连连点头。
“别多想，好好治疗，只要自己不

放弃，你一定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
明。”一等功臣、一级伤残军人王曙光
轻扶杜富国的胳膊说，“我两只脚被炸
飞时，刚从军校毕业，跟你一样才 20来
岁。看看现在的我，没有脚不照样也
能走四方吗？”

老兵们这 30 多年的经历都不寻
常：王曙光继续学业，拿到法学博士学
位；安忠文是文学学士，每天游泳、唱
歌，还在网上和别人下象棋。
“别忘了你是英雄！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是英雄，绚烂过后依旧坚强、不
忘初心更是英雄！”曾在边疆作战中负
伤的“铁血营长”臧雷拍着杜富国的肩
膀鼓励道，杜富国也不时抬起残肢触
碰臧雷的胳膊。

11月 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已扫
雷场移交仪式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
瑶族乡举行，扫雷部队的官兵手牵手
唱着军歌走过雷场，用行动告诉当地
群众，这里安全了。

此举标志着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
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全部完成，举行移交
仪式的雷场就是杜富国负伤的地方。

左上图：安忠文向杜富国（右）介

绍如何使用手机。 钟惠玲摄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士官杜富国，在云南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扫雷作
业时，不幸被炸伤致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闻知消息后，曾在边境作战中负伤的几位
老兵，千里迢迢赶赴云南，看望年轻战友，为他加油鼓劲——

“眼睛失去光明，心里升起太阳！”
■本报特约通讯员 边富斌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记者
史竞男）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组委会 22日在京宣布，第十二届园博会
将于 2018 年 12月至 2019 年 5月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举行，国内 44个
城市、东盟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9 个城市参展。这是第一次在少数民
族地区举办园博会。

本届园博会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南宁
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
建设厅承办；以“生态宜居 园林圆梦”为
主题，将突出“生态园博、文化园博、共享
园博”特色，展示荟萃国内外园林精华、
兼具壮乡特色的园林景观。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开
放 40 年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建成区绿
地面积由 1981 年的 11 万公顷增加到
2017 年的 209.9 万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由 1981 年 的 1.5 平 方 米 增 加到
2017 年的 14.01 平方米。截至 2017 年
底，已有 345 个城市获得国家园林城市
称号，11 个城市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称号。

据悉，目前，第十二届园博会园博园
建设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已基本完
成，将于今年 12月 6日正式开幕。展会
期间还将举行城市建设发展主题展、园
林论坛等系列活动。

第十二届园博会将于12月在南宁举办

新华社广州11月22日电 （记者
吴涛、孟盈如）22日于广东湛江开幕的
2018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海洋经济发
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
数增长迅速。

报告指出，2010-2017年，中国海洋
经济发展指数年均增长 3.8%，2017年这
一指数达到 129.8。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何广顺说，
指数包含了发展水平、发展成效和发展
潜力三方面的 29个三级指标。指数以
2010 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 100。
结果显示，2017 年，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为 127.4，发展成效指数为 123.3，发
展潜力指数为 139.6，分别比上年增长
5.6%、1.8%、5.4%。

在发展水平方面，我国海洋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利润明显提升，国
际化之路不断拓宽。据悉，2017 年，海
洋新兴产业比上年增长 10.2%，服务业
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增
强，海洋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56.6%。涉
海企业生产效益也明显提升，同时，海
洋产业“出海”之路也取得一定成效：
2017 年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贸 易 额 超 1 万 亿 美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4.8%。

在发展成效和发展潜力方面，国际
航运市场逐渐复苏，国内海洋科技产出
成果显著增加，海洋发展潜力进一步增
强。2017年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中
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增长
25.1%和 15.6%。与此同时，海洋经济创
新驱动不断发力，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
续增大。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增长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