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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4月12日电 （记者
陈鑫、邹德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
12日宣布开始发动春季攻势。

塔利班发表声明称，春季攻势的代号
为“胜利行动”。塔利班敦促民众远离官方
集会、军队车辆以及被视作目标的其他场

所。该组织还警告民众不要支持政府。
随着天气日渐转暖，阿富汗政府军与塔
利班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12日早些时
候，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东部加兹尼省首
府加兹尼市袭击了一个安全检查站，造
成2名警察死亡和1名警察受伤。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开始发动春季攻势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2日电 （记
者刘天）巴基斯坦警方12日证实，西南部
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当天发生的爆炸造成的
死亡人数已升至16人，另有30多人受伤。

奎达市副总警监拉扎克·奇马告诉
当地媒体，袭击发生在奎达市赫扎尔根
吉地区一处露天蔬菜市场内，一枚自制
爆炸物被藏在麻袋中。

巴基斯坦奎达爆炸死亡人数升至16人

据新华社金斯敦4月11日电 中
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 11日与牙买加外
交外贸部部长约翰逊－史密斯代表两国
政府，在金斯敦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牙买加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在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指导下，尊重彼此利益和重
大关切，深化互信和互利合作，在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签字仪式上，田琦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近 6年来，顺应时代潮流，契合

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愿望，合作成
果丰硕，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近年来，中牙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希望双方以正式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为新起
点，继续聚焦发展，开展更高质量合作，
发挥牙买加在加勒比地区的引领示范作
用，推动中牙、中加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向
前发展。

约翰逊－史密斯表示，牙买加是最
早表达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意愿的加勒
比国家之一。牙买加感谢中国长期以来
的无私帮助和宝贵支持，珍视与中国的
伙伴关系，双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
解备忘录将开辟两国友好关系新时代。

中国与牙买加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新华社平壤 4月 12日电 （记者

程大雨）据朝中社 12日报道，朝鲜第 14
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 11 日开
幕，会议推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当
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和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才龙当
选内阁总理。

据报道，会议首日议程在万寿台议
事堂举行。崔龙海议员向大会郑重提议
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获得参会人员一致支持。

会议还选举朴凤柱为副委员长，金
才龙等 11人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金才
龙当选内阁总理，并向会议提交了内阁

副总理、各部门负责人等内阁成员名单，
获得会议一致同意。会议还进行了其他
多项选举或任命。

报道说，会议通过对朝鲜宪法的修
正补充法令，并通过了 2018年和 2019年
的预决算案。会议还将持续进行。

朝鲜 3月举行了第 14届最高人民会
议议员选举，选举出687名议员。

根据 2016年 6月修改补充后的朝鲜
宪法，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行使立法权，每届任期五年。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朝鲜的最高领导者，
国务委员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政策领导
机关。2016 年 6月，金正恩被推举为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8日与到访

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莫斯科举行

会谈。双方同意按计划落实S-400防

空导弹系统出售协议，并将在高科技

军事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从“敌

国”手中购买武器，听起来很不可思

议。但细究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倒

也不足为奇。

土耳其在防空问题上不是没有找

过美国以及其他北约盟国。2013年，

为应对叙利亚局势变化带来的安全挑

战，北约应土耳其请求，安排美国、德

国和荷兰在土叙边境的阿达纳市、卡

赫拉曼马拉什市和加济安泰普市分别

部署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

保护土耳其领空安全。

但这样的举动远远满足不了土耳

其的需求。一方面，这些防空系统没

有一套掌握在土耳其自己手中，土耳

其军人甚至根本摸不到“爱国者”的

边；另一方面，就连这样的部署也只是

临时的，2015年后，三国相继撤出“爱

国者”反导系统。尽管土方曾寻求向

北约购买导弹防御系统，但双方在价

格和技术转让方面立场差异较大。土

耳其并不想一直受制于人，所以才转

向俄罗斯寻求合作。

对土耳其送来的这份大礼包，俄

罗斯自然选择笑纳。这笔总额25亿

美元的大单，不仅有助于俄罗斯缓解

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还能提升自身

装备的口碑。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土

耳其的军事合作，俄罗斯既可以改善

自身地缘政治环境，又能在土耳其与

北约之间塞入一枚楔子，收到“一石

多鸟”之效。因此，俄罗斯不仅为这

笔订单提供出口信贷支持，同意交付

后由土方人员操作，还应允与土开展

技术合作，协助土方生产防空导弹。

俄罗斯还表示，即使美国批准向土耳

其出售“爱国者”反导系统，也不会影

响俄罗斯向土耳其提供 S-400系统

的合同。

土俄之间的军事合作自然令作为

北约盟主的美国大为不快。在不久前

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针对

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系统一事

警告说，土耳其“必须”作出选择，是希

望继续成为北约的重要一员，还是要

通过这一“鲁莽的决定”来破坏这个同

盟。土耳其方面则明确表示，从俄罗

斯购买S-400系统已成定局，土耳其

不会妥协。

其实，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 S-

400系统，既有对美施压希望美国降

低报价的意图，也有“不蒸馒头争口

气”的成分。

当年北约接纳土耳其入伙，很大程

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许多问

题上仍一直将之视为另类，不肯对其真

心相待。对土耳其而言，闹心的事儿远

不只是反导系统：被土耳其视为最大国

内威胁的库尔德人武装，美国以打击恐

怖主义的名义为其提供支持；被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指称为2016年政变幕后

主使的居伦，自1999年起就居住在美

国，美方却对土耳其提出的引渡要求视

而不见……

此外，在经济领域，土俄与土美之

间也是冰火两重天。土俄之间，两国

设定了将年双边贸易总额提升至

1000亿美元的目标。俄经由海底管

道向土耳其供应天然气、并进一步输

送至欧洲南部的“土耳其溪”管道项

目，已经完成海底部分，陆地部分预定

今年开工建设；由俄罗斯承建的阿库

尤核电站将是土耳其第一座核电站，

第一座反应堆有望于2023年投产。

相比之下，美国不仅在去年宣布把

针对土耳其钢铝的关税提高一倍，还以

土耳其逮捕和审讯美籍牧师布伦森为

由对土实施经济制裁，引发土耳其里拉

暴跌。这些“美国优先”的政策使本就

困难重重的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

综观各方面因素，除非国际与地

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土俄双方都有

将军事合作继续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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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中国公司前来投资、愿和“一
带一路”倡议对接、期待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加强双边合
作……近日，多位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
和出访欧洲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会晤时，纷纷表达与中国拓展和深化合
作的意愿。

自 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建立以来，这一机制已从当初的“创新
之举”发展成为中欧合作的又一块“金字
招牌”。一个个实例见证着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合作互促并进的佳话：在塞尔维
亚，中国河北钢铁集团的收购挽救了具
有百年历史的梅代雷沃钢铁厂，保住了
5000多人的工作；在黑山，该国首条高速
公路因黑中合作从梦想逐步变成现实，

将为当地发展插上羽翼……
中东欧国家缘何乐于和中国合

作？这是因为，与中国携手，为中东欧
国家切实增添了发展动力。雪中送炭
的合作项目、从无到有的基础设施，都
清楚表明中国-中东欧合作有着强劲的
实际需求，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一句话，中东欧国家乐于
和中国合作，乐在经济增长，乐在民生
保障，乐在互利共赢。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对此深有感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
奇说，“一带一路”倡议给塞尔维亚带来
的是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塞尔维
亚对中国深表感激，愿与中国铸就铁一
般的友谊。

为了抓住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中

东欧国家积极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匈
牙利政府推出了“向东开放”政策。匈
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匈中合作富有成
果，堪称匈对外关系的成功故事。克罗
地亚领导人希望中国支持波罗的海、亚
得里亚海和黑海 12 国提出的“三海合
作”倡议。

中东欧国家乐于和中国合作，开
辟了中国同欧洲国家合作的新路径，
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面对稳健发
展又坚定对外开放的中国，加强双方
合作，有助于推动中东欧国家缩小和
欧盟内其他国家的差距。德国之声电
台报道指出，毫无疑问中东欧国家迫
切需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与此同
时，中国承建的一些项目，更是直接促

进欧盟国家间互联互通，直接利于欧
盟经济的整体发展。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也是“一带
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
带，将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
发展战略更好对接，促进中欧实现共同
发展。

欧洲有谚云：“一个人努力是加法，
共同努力是乘法。”中国和中东欧 16国
携手努力，共同搭起开放之桥、创新之
桥和伙伴之桥，将会进一步发挥乘法效
应，深化互利共赢的交流与合作，为促
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以及中
欧关系发展不断提供新动能。
（新华社华沙 4月 12日电 记者

张章）

做好中国和中东欧合作共赢的“乘法”

4月11日，“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火箭11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商业发射，将

“阿卫6A”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新华社发

这是 4月 11日

在克罗地亚南部的佩

列沙茨半岛拍摄的中

国企业中标承建的佩

列沙茨大桥项目现

场。佩列沙茨大桥项

目是中克建交以来规

模最大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大桥设

计总长2440米，建成

后将横跨亚得里亚海

小斯通湾，连接隔海

相望的克罗地亚领

土。工程造价的85%

由欧盟基金承担。中

国路桥公司牵头的中

国企业联合体经过公

开竞争于 2018年中

标并开工，项目进展

顺利。

新华社发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
友……”甜美的童声，通过视频飞越万
里，传到中国。这是黎巴嫩提尔市法语
国际精英学校汉语班的学生们正在通

过视频连线与中国惠州市第七小学的
学生们一起演唱中国儿歌。

10日，在中国第 17批赴黎巴嫩维
和建筑工兵分队的组织下，黎中两所学

校首次通过网络视频开展跨国文化交
流活动。

去年 11 月，中国维和官兵应黎巴
嫩这所学校的邀请，开始到该校开设汉
语教学班。经过半年努力，汉语班成为
该校的“明星班”，受到当地师生和家长
热捧。目前，该校共开设 5个汉语班，
有 100多名学生。此次，为检验教学成
果，中国维和官兵们组织了这次视频连
线活动。

活动中，两校学生相互进行自我介
绍、表演才艺。在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
学校的现场，黎巴嫩学生们演唱了本国
民歌、表演了本国传统舞蹈等。而在惠
州市第七小学现场，中国学生也为黎巴
嫩学生准备了书法展示、武术表演、民
族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

活动现场气氛活泼热烈，双方学生
兴趣十足，互动频繁。“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在互动环节，提尔市法语国
际精英学校的学生伊莎贝拉给中国学
生朗诵中国古诗《登鹳雀楼》，她发音标
准、流利，赢得了惠州市第七小学学生
们的热烈掌声。

随后，双方学生同唱《找朋友》等中
国儿歌。同时，大家还制作了精美的卡

片，并一对一结成对子互赠礼物。中国
维和官兵将利用今年 5月轮换交接的
机会把两校学生的礼物送到对方手中。

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学校所属的
法黎教育与文化协会秘书长弗朗西斯·
阿兰说：“在中国维和部队的帮助下，我
们学校有机会与中国学校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让文化相遇、让语言碰撞，让学
生们能更近距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

惠州市第七小学校长郑立民说，
“中国维和部队为我们学校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舞台，积极探索了一种新的文化
交流方式”，不仅使学生们认识了新朋
友，拓宽了视野，还让他们直观地感受
了异国他乡的文化，感受到我们祖国和
军队的强大。

据悉，自去年 11月以来，中国维和
建筑工兵分队共派出各类教员 10 余
人，坚持每周到学校授课，同时每月开
展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介绍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武术以及中国美食制
作等。

中国第 17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
队政工副队长说，“作为维和官兵，我们
肩负维护和平的重要使命。同时，我们
也利用这个机会当好中国文化使者，积
极到当地学校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并探索建立两国孩子交流的
平台，让两国友谊和文化交流能够在孩
子们身上得到延伸和传承。”

（本报贝鲁特4月11日电）

左图：4月10日，提尔市法语国际

精英学校汉语班的学生们通过视频连

线与中国惠州市第七小学的学生们一

起演唱中国儿歌。 蒙卓霖摄

跨越万里的歌声
——记中国赴黎维和部队为中黎学校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桑杨阳 蒙卓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