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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温 馨

6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

今年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两国关
系站在一个新的更高起点上，面临新的
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朝
鲜期间，双方将如何规划引领两国关系
发展？又将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
哪些贡献？世界为之瞩目。

加强高层交往，为发展中
朝关系引领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期间，两国
领导人将回顾总结过去 70 年两国关系
发展进程，就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深入
交换意见，引领两国关系未来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此访意义重大，是
今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喜事，将开启中朝友好的
新阶段，成为两国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
程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
雨说，高层交往在中朝关系发展中历来
发挥着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积
极致力于发展中朝关系。特别是过去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同金
正恩委员长四次见面，共叙中朝传统友
谊，通报各自国内形势，并就国际和朝
鲜半岛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
列重要共识。

“中朝领导人会晤，为两党两国关
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亲自推
动和正确指引下，双方交流合作稳步
开展。

去年4月以来，中国艺术团、文艺工
作者代表团、体育代表团等多个团组先
后访朝，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
情谊带进朝鲜千家万户。朝鲜友好艺
术团今年 1 月成功访华，为中国人民带

来精彩视听盛宴，将两国传统友好的纽
带拉得更紧，让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不
断加深。

“今年是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重要意义的一年。”杨希
雨表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
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

深入交流合作，为传承两
国友谊谱写新篇章

中朝友谊深入人心，民间根基深
厚，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访问，朝鲜各
地各界翘首企盼。访问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将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会见会谈，
参谒中朝友谊塔等活动。

专家表示，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
70 年来，无论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
解放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中朝两党两国始终坚持以心相
交、以诚相待、守望相助、共同奋斗。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
和精心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
共同的宝贵财富。”杨希雨说，把中朝
传统友谊不断传承下去，发展得更好，
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国际
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作出的战

略选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中

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正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朝鲜也正
在积极贯彻落实集中一切力量开展经
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

分析人士指出，中朝关系既展现出
传统友好的一面，又在新时代背景下被
赋予新内涵。通过此次访问，中方将传
递出对朝方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
支持。

阮宗泽表示，中朝有着山水相连的
地缘优势以及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
好基础和经济互补性，相信此访定能为
两国传统友谊在新时期注入更多活力。

保持战略沟通，为地区和
平稳定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访朝期间，双方将就
半岛形势进一步交换意见，推动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新进展。

2018年以来，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
努力下，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
金正恩曾在今年初访华期间对中方发

挥的作用“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四个支持”明

确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即中方支
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
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脑
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
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杨希雨表示，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
上始终坚持无核化目标，坚持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并
一直为此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事实
证明，中方就朝鲜半岛形势，提出的思
路和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分析人士认为，近一段时间，朝鲜
半岛和谈步伐有所放缓，但是朝方坚持
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大方向没有变，半岛
问题仍处在政治解决的框架之内。

杨希雨说，半岛问题错综复杂，解
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关各方
坚持方向不变、接触不停、相向而行，均
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最终实现半岛的
无核化与持久和平。

“此次会晤，有助于双方沟通、协调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为维护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积
极力量。”阮宗泽说。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前瞻

将开启中朝友好的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侯晓
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表示，今年
是中朝建交70周年，双方将根据共识办
好建交70周年各项活动，为新时代中朝
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
明17日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
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陆慷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

者提问时说，中朝是友好近邻，两国长
期保持交往合作。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
密切交往，这是中朝关系的传统。习近
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一年来四次
会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得益
于两国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良好的政
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互补性，
中朝经贸合作有着扎实的根基和光明
的前景，双方对进一步加强合作都持积

极态度。人文交流是中朝关系的重要纽
带，两国人民间天然有着深厚的友好感
情。“我们愿同朝方一道，继续发扬中朝
友好传统，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
断发展。”

陆慷说，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
两国已商定举行庆祝纪念活动。“双
方将根据共识办好建交 70 周年各项
活动，共同回顾历史，传承友好，规划
未来，为新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外交部：共同回顾历史，传承友好，规划未来

中朝将根据共识办好建交70周年各项活动

□新华社记者

北京时间 17 日 22 时 55 分,四川
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 级地震。截至 6
月 18 日 16 时 00 分，地震共造成 13 人
死亡、199 人受伤、14 万余人受灾，部
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
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抗
震救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第一时间奋力救人

地震发生第一时间，很多群众开
始相互救助。

凌晨赶来的消防员们也迅速投入
救援。

记者 1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
至18日16时，消防指战员共救出被埋、
被困群众20人，疏散群众730余人。

记者了解到，长宁县发生地震后，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从成都和
泸州调派 3 支共 50 余人的应急医疗
队，连夜赶到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也立即启动了
应急预案，首批 10 名应急救援队员已
经到达长宁震区。

目前，长宁县人民医院和长宁县
中医院已经收治 53 名伤者，其中危重
病人 2 名，重伤 6 名。重症伤者以坠物
砸落导致的骨折等伤情为主。此外，长
宁县、珙县医疗机构已累计接诊100余
名伤员，伤员得到妥善救治。

各方紧急驰援，有序安置群众

据悉，四川省市两级抗震救灾指

挥部迅速调集 3000 余人陆续到达灾
区，开展人员搜救和生命救援。宜宾市
目前正在开展拉网式人员搜救排查，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确保医治到位；安
置受灾群众，加强救灾物资调配，确保
转移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饮用水、
有安全住所、有基本医疗。

目前，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备库
已向灾区调拨帐篷 5000 顶、折叠床
10000张、棉被20000床。

相关部门正在保障道路交通通
畅。市级派出3个道路工程抢险工作组
分赴长宁县、珙县、兴文县等地震灾区
开展道路灾情调查及应急抢通工作。
截至 6 月 18 日下午，全面抢通长宁、珙
县通往震中的主通道7条，保障各类救
援力量顺利通行。

严防地震和降雨造成次生灾害

据悉，震区经历了较强降雨，相关

部门正在加强地质安全隐患监测，对河
坝、山塘、水库等进行拉网排查，严防地
震和降雨双重影响造成的次生灾害。

目前，宜宾市县两级派出卫生防
疫和卫生监督人员，对双河镇、巡场
镇、珙泉镇等进行水质卫生监测，向安
置点发放消毒药品和灭蚊药品，设置
水质卫生监测点，对地震灾区实施了
全面消毒防疫。

据新华社宜宾6月18日电

争分夺秒救人 各方紧急驰援

6月18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旁边的港泰大厦停机坪，医护人员护送伤者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18 日电（记者
李倩薇）6、5、4、3、2、1，警报响起⋯⋯
长宁县地震发生后，多位成都市民拍
摄了地震预警的视频并发到网上。记
者注意到，在6.0级地震波到达成都市
区之前，成都多个小区和学校响起了

“地震预警”的报警声，安装在小区的
扩音喇叭用倒计时的方式，向居民告
知地震波即将到达的消息。

记者从成都高新减灾所了解到，成
都高新减灾所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建

设的大陆地震预警网，成功预警本次地
震。通过电视、手机、专用地震预警终端
等渠道，提前10秒向宜宾市预警，提前
31秒向距震中124千米的贵州省毕节
市预警，提前61秒向成都市预警。

目前，成都市已有180所学校、110
个社区启用了地震预警，通过社区广
播、手机、电视等多种途径，在地震波
到达前预警，为群众逃生避险赢得宝
贵时间。17日晚的宜宾长宁地震中，这
些学校和社区广播及时发出预警。

成都高新减灾所的初步统计表
明，地震发生时，包括成都、宜宾在内
的13个开通了广播电视地震预警的地
区发出电视地震预警。大陆地震预警
网还通过四川公安、四川科技等近50
个政务和媒体微博发布了地震预警提
示。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国家减灾中
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四川省应
急管理厅、四川省减灾中心、四川省消
防总队等安装的应急型地震预警专用
终端也收到地震预警，及时辅助应急。

提前61秒，多个小区和学校响起报警声

成都地震预警网“跑赢”地震波
相 关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
6 月 18 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
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思想
建党、理论强党，以《纲要》印发
出版为契机，把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切实把干
部群众的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落实下去。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精神
之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深邃的历史洞察、强烈的责
任担当深刻揭示了强党之路、

强国之路、复兴之路。要提高政
治站位，抓住本质精髓，力求融
会贯通，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
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
求，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
体系和原创性贡献，深刻领会
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不断夯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黄坤明强调，要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学思想用思
想，把学习《纲要》与读原著学
原文结合起来，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
与投身新的伟大斗争结合起
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召开

把干群思想武装起来
党中央决策落实下去

刘维汉：英雄无畏牺牲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18 日电
（记者陈地）邓仕均，1916 年出
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两河乡友谊
村五组一个佃农家庭。1932 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
1940 年任晋察冀军区第 5 团第
1 连连长。同年 8 月，在“百团大
战”中，邓仕均接受抢占山西省
娘子关磨河滩车站的任务。26
日晚，邓仕均带领1连向磨河滩
车站猛攻，歼敌一部。后增援的
日军赶到。邓仕均带领连队与
日寇苦战5个多小时，打死打伤
敌 200 余名。最后，由于敌我力
量悬殊，1 连弹尽粮绝，邓仕均
带领仅剩的 20 来人，与敌展开
白刃格斗，杀出一条血路，成功

突围。战斗结束后，1连荣获“血
战磨河滩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邓仕均被授为“晋察冀边区特
等战斗英雄”。

1951 年 2 月，时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 187 师第 559 团团
长的邓仕均，入朝参战。4月，第
五次战役打响。5 月 16 日起，邓
仕均率领部队夺取甘泉、佳日
里、鸡谷里等。21日，187师奉命
撤往洪川江以北地区。邓仕均率
部负责掩护师主力部队过江。江
南正面的美军第 1 军以坦克为
先导，分数路向北逼近，559 团
依托鸡谷里阵地与敌激战，连续
打退敌数次进攻。22日，部队在
后撤中遭敌炮火猛烈袭击，邓仕
均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据新华社长沙6月17日电
（记者袁汝婷）刘维汉，1925 年
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灵岩乡送子
坡村（今理公港镇观音垭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7 年 8 月，刘维汉在辽
宁威远堡解放后参加了东北民
主联军，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
3纵队，历任战士、副班长。1948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
战争中，他先后参加辽沈战役、
渡江战役、广西剿匪和解放海南
岛等战役，荣立二等功。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
发。10月，刘维汉编入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358团
1营3连，赴抗美援朝前线作战。

1951 年 4 月初，刘维汉所

在连奉命驻守朝鲜洪川江北岸
鹰峰山（今在韩国境内），阻击
敌人进犯。从 4 月 5 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5 时，他带领一个战
斗小组，与近百倍之敌奋战 7
个小时，打退敌人 6 次进攻，毙
敌 100 余人。最后，阵地上只剩
下刘维汉坚守阵地。

时至黄昏，敌人包围上来，
刘维汉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
26岁。

1951 年 4 月 29 日，第 120
师党委决定，追认刘维汉为“模
范共产党员”，同年，中国人民
志愿军政治部授予刘维汉“一
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追认
为革命烈士。

邓仕均：特等战斗英雄

关注四川长宁6.0级地震

□新华社记者

世 代 居 住 在 姜 畲 坑 的 人
们，没有想过给那条穿村而过
的小溪取名，他们甚至没有料
到，有朝一日会有人问起它的
名字。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
小分队在福建长汀的采访，第
一站便是位于闽赣交界地区的
四都镇楼子坝村姜畲坑。这是
个山坳中的自然村落，只有七
八户人家，依山而建的房屋零
零散散地分布在溪水两岸。

村中有四处与红军有关的
建筑：医院旧址、兵工厂旧址、
造币厂旧址和毛泽覃同志故
居。其中，医院、兵工厂、造币厂
是因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大面
积被敌人攻陷，从四都镇周边
转移到这里的。

听说兵工厂、造币厂两处
旧址仍有人居住，大家便登门
拜访，尝试着从房屋主人身上
寻找突破口，找到与红军有关
的记忆片段。然而，经历过那段
历史的村民大都被敌人杀害或

已过世。
据史料记载，敌人 1934 年

11 月占领长汀后，多次猖狂进
攻红军和游击队，苏区福建省
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
区伤亡惨重，活动范围急剧缩
小，不得不分路突围，但终因敌
我力量悬殊，人员兵力损失殆
尽，文献资料全部遗失。

溪水冲出大山，汇聚成河。
河两岸，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里，
水稻、烟草、山药长势正好。在
红都村，立起一块 1933 年 5 月
20 日的“牺牲烈士纪念碑”：这
块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苏区
烈士纪念碑，原本刻有 58 位烈
士的姓名，虽遭敌人破坏，但仍
可辨认出50个姓名。

“烈士身份的确定和生平
事迹的梳理，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成果有限。”四都镇文化站原
站长赖光耀是一位红军后人，
也是《四都人民革命简史》的作
者。几十年来，赖光耀一直致力
于整理革命历史。

先烈无名，宛如奔流不止
的溪，始终滋养着这片红色的
土地⋯⋯（记者梅常伟、李松、
刘斐、吴剑锋）

据新华社福州6月18日电

无名溪的红色奔流
记者再走长征路

●截至昨日16 时，地震共造

成 13 人 死 亡、199 人 受

伤、14万余人受灾

●截至昨日16 时，消防指战

员共救出被埋、被困群众

20人，疏散群众730余人

●相关部门正加强地质安全

隐患监测，严防地震和降

雨双重影响造成次生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