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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
缪伯英：以身许党

据新华社长沙6月18日电
（记者刘良恒）缪伯英，1899 年
10 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19
年 7 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学习。1920 年初参加了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
年 11 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
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
群众运动。1922 年下半年缪伯
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
部的负责人，经常深入到丰台、
南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他
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 8 月，缪伯英遵照党
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
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
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
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
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1923 年 2 月，缪伯英参与
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
工。1925年1月，缪伯英担任中
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

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7 年 8 月缪伯英前往上海，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
下工作。

长 期 清 贫 而 不 稳 定 的 生
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
年 10 月病逝。临终前，她对家
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
事 业 牺 牲 ，奈 何 因 病 行 将 逝
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
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
到胜利！”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高
敬）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6个督察组于5月30日至6月7日
陆续对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
西、河南、广东、广西、云南、宁夏等省

（区）实施督察进驻。截至 6 月 14 日，
被督察地区已问责630人。

督察组通报，截至 6 月 14 日晚 8
点，6 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共收到群众
举报 12817 件，受理有效举报 10608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
察地区交办转办 9995 件。各被督察
地区已完成查处3206件，其中立案处
罚 641 家，罚款 5807 万元；立案侦查
75 件，拘留 58 人；约谈 365 人，问责
630 人。督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边督边改，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生态
环境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截至6月15日，6个督察组均完成
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任务，共计与
126名领导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其中省
级领导50人，部门和地市主要负责人
76 人；累计走访问询省级有关部门和
单位100个，调阅资料3.5万余份。

为发挥督察震慑效果，督察组按
照有关要求和程序，陆续向社会公开
了一批督察整改不力，特别是“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
的问题，对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表里不一、敷衍应对的整改行为进
行公开曝光。这位负责人表示，这发挥了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得
到了群众的好评。

根据“回头看”安排，目前各督察组正在开展第二阶段下沉地市
督察，并继续受理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下沉时间15天左右，通
过深入一线、深入现场，进一步调查核实具体问题，坚决查处“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并督察督办群众反映突出或重复举报不断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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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伯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日本大阪 6.1级地震
4人死亡370多人受伤

□新华社记者 张 宁

1980年，位于北京三里屯附近的长
城饭店开工建设。当时正在北京的巴基
斯坦人泽米尔·阿万觉得特别不可思
议。“当时我想，为什么在农村建这么高
档的饭店，太不划算，肯定没人住！”

二环路内是城里，二环路外是乡
下，买布买油都要票，买肉更是很紧
俏⋯⋯阿万 30 多年前的北京记忆今天
依然清晰。后来，他当上驻华使馆参赞，
眼看着三里屯从“农村”发展成了商圈。
阿万如今是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
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谈起中国改革开
放的变化如数家珍。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改革开放 40
年来，亚太地区许多邻国见证和参与了
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收获了共赢果
实。40 年来的记忆，更成为今天继续前
行的力量。

中国表情，最美是那闪亮的眼睛

1978 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
幕。那年，日本电影《追捕》进入中国。8
亿人次的观影总量，让女主角真由美迅
速火遍全国。1979 年，真由美的扮演者
中野良子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

“清晨，从酒店窗户望下去，自行车
川流不息。人们穿着式样差不多的衣
服，朝气蓬勃，一副要去创造未来的模
样，让我非常震撼！”中野良子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她印象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改革开放”“自力更生”的标语，最难忘
的还有那时候中国人憧憬美好未来“闪
亮的眼睛”。

中野良子的中国缘，是中国改革开
放与中日合作背景交织出的一抹亮色。
1978 年金秋时节，邓小平访日，拉开了
多层次多领域友好合作的序幕。此后40
年，中日经贸展开全方位合作，成为改
革开放华彩乐章中的一节强音。

40年间，中国成长为日本第一大贸
易伙伴，日本则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对
象国。近年来，中日经贸迎来新高潮。
2013 年至 2016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近
1.2 万亿美元，日均贸易额超过 8 亿美
元，几乎相当于 1972 年两国恢复邦交
正常化时全年贸易总额。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接受采访时
说：“建立一个没有纷争、所有国家都得
到发展、所有人都幸福生活的世界，应该
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中国倡议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正体现了这样的高瞻远瞩，
希望各国面向这一构想携手努力。”

中国脚步，风驰电掣的高铁速度

年逾八旬的福田康夫几十年来多
次到访中国，目睹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
风驰电掣般的发展速度。他对中国高铁
发展印象尤深，认为高铁速度就是中国
整体高速发展的象征。

“我感觉中国城市面貌一年比一年
井井有条，和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差距。”
福田康夫说，“我参加多个日中对话以
及包含日中在内的多边对话，每次都感
到中方与会者不断有新想法，理念也在
不断发展。这是综合国力增强带来的一
种自信。”

40年来，世界接受并拥抱日益自信
的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在
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为应对亚洲
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
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
器和动力源。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
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评价：“世界经济
持续发展，因为有中国充当引擎。”

中国理念，共同点亮梦想的晨曦

眺望远方，梦想的晨曦初露。5 月的
老挝北部山地，旱季进入尾声，雨季即
将到来，数千中国铁路建设者挥汗如
雨，争分夺秒。他们在打造中老经济走
廊的交通大动脉——中老铁路。

老挝全国石油贸易总公司总经理
金达萨告诉记者：“这条铁路将使沿线
许多原始村落焕发现代气息，村民生活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中国话说好
似‘穿越’。”

40年来，中国的开拓者与建设者们

以苦为乐，筚路蓝缕，用辛勤汗水与乐
观精神，诠释着人类关于强国富民与社
会发展的共同梦想。在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拥抱世界的今天，中国的新担当、
新勇气与新魄力，化作全球治理的理
念、方案和思路，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亲诚惠
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亚洲安全观，
打造遍布周边的伙伴关系网，巩固和扩
大区域合作势头，积极推动解决热点问
题，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汇聚起广泛
共识和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中国领
导人集中精力深化改革，明确改革路径，
将扩大开放置于优先地位，这些都回应
了世界的关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彼得·德莱斯代尔教授说。在
他看来，承诺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
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石；重点关注基础设
施建设，则是一条关键经验。

深耕周边，做周边形势的稳定器；
勇于担当，做地区合作的推动者；不忘
底色，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朋友、好
伙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太多
太多的亚太故事都在印证同一个理
念：邻望邻好，用心交流，开放互鉴，执
手同行，共同发展。（参与记者：杨汀、
林昊、章建华、徐海静、刘天、杨舟、李
欣莹、朱瑞卿、严蕾、唐璐、王丽丽、莫
华英、陈健）

据新华社香港6月18日电

邻望邻好，执手同行共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亚太故事

“鹊桥”中继星
进入预定位置

这是人类历史上航天器

首次造访地月L2点Halo

轨道
□新华社记者 曹筱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期以来，
美国在贸易领域不守信义、出尔反尔，
对主要贸易伙伴强行加征关税，不断
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引发国际舆论广
泛批评与担忧。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
损人害己，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之后，
世界经济经过多年缓慢复苏，逐渐展
现生机，主要经济体均出现增长势
头。但是最近美国不断挑起贸易争
端，给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带来
了新的风险和危害。

国际社会早已取得共识：维护在
世贸组织框架下建立的多边贸易体
制，是支持多边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德国
知名经济学家霍尔格·施米丁认为，美
国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行为，是对世

界贸易规则的践踏，将摧毁各国对贸
易规则的信任，让所有国家受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
表声明强调，广泛限制进口可能会削弱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与美国
贸易措施相关的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也会对一系列国家产生影响。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已招致多方
反制。欧盟成员国本月14日一致同意
对总额约32.4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25％的关税。加拿大宣布7月1日起对
总值约128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
复性关税。墨西哥于6月初对部分美国
商品开征最高税率25％的关税。在美
国政府公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额外关税的清单后，中国政府立即发
布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打击了全
球复苏信心，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
确定性，也将伤及美国经济自身。彭

博新闻社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美国挑
起的贸易战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
10％ ，2020 年 全 球 贸 易 额 将 萎 缩
3.7％ ，全 球 经 济 规 模 将 因 此 缩 小
0.5％。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如果美国
点燃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战，世界经济
产值可能出现高达1％的降幅。

IMF 指出，来自贸易伙伴的一连
串报复措施，将会抑制美国国内外投
资，同时可能中断全球和区域供应链，
对美国跨国企业造成破坏性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指出，当
今时代，发起贸易战不符合全球利
益。我们呼吁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坚
决制止这种过时和倒退的行为，坚定
捍卫人类共同利益。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
国利益日益交融的背景下，单边主义
是零和思维，结果必然是损人害己。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美国单边主义失道必然寡助

技战术因素：“密集防守+快速
反击”大行其道

足球赛场上制造冷门的因素有很多，其
中技战术被认为是影响最大的一环。

从比赛来看，盛名之下的巴西队、德国
队、阿根廷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踢得不
是软、慢，就是拖、散。相比之下，防守稳、反击
快、充分利用好定位球，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
一些弱队的制胜妙招。

破密集防守是许多球队的难题，即便是
德国队、巴西队、阿根廷队这样的劲旅也难有
良策。冰岛队门前的“大巴”让阿根廷队叫苦
不迭，瑞士队早就名声在外的防线更是让巴
西队乱了分寸，墨西哥队的防守则让德国队
锋线近乎“隐身”。

夺冠热门球队狂轰乱炸却久攻不下时，
对手反而能以快速反击形成致命一击。相比
冰岛队的严防死守，墨西哥队的快速反击更
令人印象深刻。这场比赛中，战术针对性更
强的墨西哥队把快速反击的杀招发
挥得淋漓尽致，4 次快速反击打德国
队进攻后身后留下的空当，其中一
次一剑封喉。

定位球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展现了威力。与五星巴西队的整场比赛瑞士
队机会寥寥，但他们只利用其中一次角球机
会便确立了胜果，终结巴西队 40 年世界杯首
战全胜纪录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
的冷门。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前 11 场比赛
的25粒进球中，有12粒来自定位球。

心理因素：“穿鞋的”有点怕
“光脚的”

心理因素对战绩的影响在任何大赛上都
不能被忽略。

世界杯上常被提及的“卫冕冠军魔咒”，
就暗含了心理因素的影响。自 1974 年以来，
卫冕冠军仅有3次取得开门红，近两届世界杯
的卫冕冠军则全部输球，上届世界杯，卫冕冠
军西班牙队首战还以1:5惨败给了荷兰队。

毫无疑问，卫冕冠军相较于其他球队有
着更为沉重的心理包袱，尤其是在面对实力
和名气看上去远小于自己的对手时。

冷门迭出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强队的托
大心理。阿根廷队赛前一天就宣布了首发

阵容，就被认为多少有些轻敌。这不仅提
前暴露了自己的火力，还激发了对手的
战斗欲望。德国队也多少显示出轻敌的
意味。去年在俄罗斯进行的联合会杯
上，德国二队曾4:1大胜墨西哥队。此
番再战，德国队主教练勒夫没有让状
态上佳的罗伊斯首发，除了罗伊斯今
年 2 月才伤愈复出，此举还被认为是
他对罗伊斯后有重用。

“光脚的”球队可以轻装上阵、
放手一搏，但对于“穿鞋的”球队来

说，想赢怕输和过于轻敌无疑都不利于发挥，
而保持平常心又很难。

其他因素：飘忽不定的世界杯
新用球

俄罗斯世界杯这几天冷门迭爆或许还有
一个因素——比赛用球的改变。本届世界杯
用球是“电视之星 18”，此球外观上与之前的
世界杯用球并无二致，但在高水平球员看来
却大有不同。

世界杯开赛前，曾有专业机构对“电视之
星18”进行风洞测试，发现它与此前两届世界
杯用球在飞行轨迹上有一些差异。结果显示，
用“电视之星 18”踢电梯球并不容易，但却更
容易踢出夸张的弧线球，因此 C 罗在主罚任
意球时把自己擅长的电梯球改为了弧线球。
此外，“电视之星 18”在远距离传射时飞行距
离更短，但在中速传球时却飞得更远。更关键
的是，踢在不同部位会让它划出迥然不同的
轨迹，这大大增加了守门员扑救的难度。

“电视之星 18”在去年 11 月投入使用，随
后门将们开始集体抱怨。“这球真的很怪。”西
班牙门将德赫亚年初曾如此评价。他的队友、
守门员佩佩德雷纳也认为，“这个球将给门将
带来很多问题。”尽管如今已经过半年多适
应，但每个球员、每个门将对它的特性把握不
一，这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结果增添了一些
变数。 本报莫斯科6月18日电

热门球队为何连爆冷门俄罗斯世

界杯开赛几天

来，四大夺冠

热 门 阿 根 廷

队、巴西队、德

国队、西班牙

队纷纷亮相，

却无一胜绩，

其 中 德 国 队

0:1 不敌墨西

哥队更是爆出

大冷门。夺冠

热门为何连爆

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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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18 日
电（记者耿学鹏、田明）韩国与
朝鲜代表团 18 日在板门店举
行 体 育 事 务 会 谈 ，商 定 在
2018 年 亚 运 会 开、闭 幕 式 上
共同入场。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当天
晚些时候表示，在今年 8 月于

印尼举行的亚运会开、闭幕式
上，韩朝体育代表团将持半岛
旗帜、以阿里郎为背景音乐共
同入场。同时，双方还商定将在
某些项目共同组队。

另外，双方还商定，分别于
7 月 4 日和今年秋天在平壤和
首尔各举行一场篮球友谊赛。

2018年亚运会开闭幕式
韩朝代表团将共同入场

66月月1717日日，，德国队主帅勒夫在场外德国队主帅勒夫在场外。。新华社发新华社发66月月1717日日，，墨西哥队球迷庆祝球队获胜墨西哥队球迷庆祝球队获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特派记者 王伟宏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白
国龙）经过20多天的精确飞行，承担嫦
娥四号中继通信任务的“鹊桥”中继星
不畏宇宙射线、太空碎片的袭扰，跨越
40 多万公里于 6 月 14 日成功抵达绕地
月L2点的Halo轨道，正式进入预定位
置。随后“鹊桥”开始积极“备战”，
为 2018 年底前到月球背面执行探测任
务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打好前站、扫
清障碍，搭建一条连接地球和月球的信
息“生命线”。

“这是人类历史上航天器首次造访
地月 L2 点 Halo 轨道，‘鹊桥’的成功就
位，不仅为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开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更标志着中国航天人的
轨道控制、通信等空间技术迈入国际领
先行列。”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院长张洪
太说。

为 6 月 6 日 中 央
追 逃 办 发 布《公
告》后，首名投案
的外逃人员

据新华社大阪6月18日电
（记者王可佳）日本大阪府18日
早上发生 6.1 级地震，目前已造
成至少4人死亡、370多人受伤。

据日媒报道，18 日晚又有

一名来自大阪府高槻市的 81
岁女性被证实死亡，使地震造
成的死亡人数升至 4 人。此外，
大阪府及其附近的京都府、兵
库县等地共有370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
电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中央

有关部门和江苏、江西省纪委监
委扎实工作，涉嫌职务犯罪的红
通人员王颀被迫投案。这是 6
月6日中央追逃办对外发布《关
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
告》后，首名投案的外逃人员。

王颀，男，1974 年出生，华
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原法务部总
监，涉嫌职务侵占罪，于 2013
年2月外逃新加坡。

红通人员王颀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