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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荷兰诺德韦克 3 月 23 日电
记者严恒元 陈建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 23 日在荷兰会见韩国总统朴
槿惠。

习近平表示，去年，我同朴槿惠总
统多次会晤。我们达成的各项共识均
在顺利落实，战略沟通顺畅，政治互信
加强，在各个领域都已经成为很好的
合作伙伴。再过几天，双方将举行在
韩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
式，这是总统女士亲自推动的，我们对
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中韩互为重要邻国，
有着相通的美好梦想和相同的改革目
标。加强中韩合作，可以更好惠及两
国人民。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
往，加快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双方还要就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维
护双方共同利益。

朴槿惠表示，两国合作顺利开展。
中方建立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并正在西
安光复军驻地旧址建立纪念标志石，韩
方对此表示感谢。韩方希望继续加强两
国领导人互访，搞好韩中战略对话、人
文交流共同委员会等机制，尽早完成韩
中自贸协定谈判，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

朴槿惠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
失联事件表达慰问。习近平表示感谢。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

意见。习近平指出，中韩在半岛问题上有着共
同的利益和关切。双方都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
化，都希望半岛保持和平稳定，都坚持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问题，双方开展协调合作契合点很
多。今年以来，半岛形势总体保持缓和势头，南
北关系得到一定改善。中方积极评价朴槿惠总
统提出的“半岛信任进程”，希望南北双方着眼
长远，保持耐心和定力，不断推进和解合作进

程，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朝核问题错综复杂，
需要综合施策。各方应该抓住半岛形势相对缓和
的契机，争取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朴槿惠介绍了韩方看法和主张，表示韩方感
谢中方劝和促谈，为推动半岛南北关系改善、实现
半岛无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韩方愿同中方保持
沟通与协调。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本报荷兰诺德韦克 3 月 23 日电
记者陈建 严恒元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 23 日在荷兰会见芬兰总统尼
尼斯特。

习近平表示，去年 4 月你访华期
间，我们一致同意将中芬关系定位提
升为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将投资、环保、创新、城镇化作为合作
重点领域。一年来，这些合作取得新进
展，“美丽北京”环保项目和芬华创新
中心是其中的亮点和典范。希望双方
围绕两国关系新定位，加紧商谈有关
政治文件，更好规划各领域合作。双方
要共同办好明年赫尔辛基艺术节中国
主宾国活动。芬兰是欧盟重要成员国。
中方愿同芬方携手推进中欧合作。

尼尼斯特表示，在芬中新型合作
伙伴关系引领下，两国合作进展顺利。
芬方希望同中方尽早达成有关政治文
件，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前进。芬方欢迎
中方积极参与北极事务，愿同中方开
展合作。习近平主席即将对欧盟总部
进行的访问是历史性的，将为芬兰和
欧洲带来新的合作机遇。芬兰愿积极
推动欧中关系发展。

双方还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看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习近平会见芬兰总统尼尼斯特

3 月 22 日，我飞赴荷兰，展开我担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以来对欧洲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

访问涵盖欧洲大小国家、欧盟总部、联合国专门

机构。

欧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是中国的全面

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把

欧洲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我这次欧洲之行，

就是要同欧洲伙伴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全面提高中欧关系水平。荷兰是欧洲重

要门户，是我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我在这里代表中

国人民，向全体欧洲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

的祝愿。

——我这次访欧是为和平而来。中国有句

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当前世界

需要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

一样，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

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肩负规划核安全进程

未来蓝图的历史使命。保障核材料和核设施安

全，有效应对核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事关各国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我

期待在这次峰会上同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领导

人一道，分享经验和心得，深入探讨推动国际核

安全，对未来核安全进程作出合理规划，为人类

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我这次访欧是为推动合作而来。中欧

经贸关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关

系之一。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

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最重要的两大市

场，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合作

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双方加强

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稳定、繁荣。

访问期间，我将同有关国家和欧盟机构领导

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大

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找准彼此发展战略规划

契合点，推动中欧合作深入发展，共同促进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我这次访欧是为交流互鉴而来。中国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推动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改善。欧

盟在应对主权债务问题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过程

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我们愿意同欧方相互交

流学习，互通有无，推动各自改革发展取得成

功。我们也希望同欧方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致

力于基于规则的，更加透明、公正、合理、有效的

国际治理体系建设。

——我这次访欧是为共促文明进步而来。人

文交流是促进和平发展的积极要素，也是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中欧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代

表，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欧人口

总量和经济总量分别占世界四分之一和三分之

一，扩大人文交往，对增进相互了解、促进社会繁

荣至关重要。我将同欧洲领导人就深化中欧人文

合作、便利双方人员往来等交换意见，努力增进双

方民间友好，促进东西方两大文明互通互鉴，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繁荣。

荷兰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合作伙伴。中荷有直

达铁路、货轮、商业航班，形成了全方位互联互通的独特优势。中荷合作领域广、规模大、内生动力

强，以务实高效著称，是中欧合作的缩影和典范。荷兰连续11年保持中国在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

位，是欧盟第三大对华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是荷兰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来源

国。双方在农业、水利、石化、物流等领域合作走在中欧合作前列。荷兰是对华合作最开放的欧洲国

家之一，双方都支持贸易自由化，都致力于建设开放透明、公平有序的市场和竞争环境。

我这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荷兰，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访问期

间，我同荷兰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共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丰富

双边务实合作内涵，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更高水平，并一致决定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签署了能源、农业、金融、投资、文化等领域多个合作文件。

当前，中国正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欧盟也在加紧推进“欧洲 2020”战

略。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中国

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也是欧洲人民共同愿望。我们愿意同欧洲各国一道，深化互利共

赢合作，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歇。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相距近 8000 公里，但再

远的距离也不能阻挡中欧相互走近、扩大合作的步伐，不能阻挡双方民众相互吸引、增进友

谊的热情。

我对欧洲之行充满期待。我坚信，2014年必将开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欧关系新时期。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打开欧洲之门

携手共创繁荣

—
—在荷兰

《新鹿特丹商业报

》的署名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3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荷兰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3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荷兰会见芬兰总统尼尼斯特。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近日，中央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
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时讲话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摆在突
出位置，纳入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切实加
强组织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学深悟透、落
到实处，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推动
全党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通知》 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总体要求，为
各项工作确立一个较高标准的要求，切实增
强搞好教育实践活动的政治责任感。每个党
组织和党员都要自觉担当起责任，积极投身
教育实践活动。要确立较高标准，始终贯彻
整风精神，聚焦“四风”，有针对性地“照
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讲认
真动真格，通过改进作风及时有效解决问
题，不达标准不交账。要严格按标准检验活
动成效，把是否做到言行一致、解决问题，
作为党员、干部考评的重要依据。

《通知》 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实践载体，把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的要求，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
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
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学习焦裕禄同志
的事迹和言论，从中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本
质要求，把握改进作风的重点。要把焦裕禄
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
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要促进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看
齐，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通知》 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重点对象，充
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的要求，始终
坚持领导带头、层层示范。各级领导干部要
自觉把自己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摆进去，每
个环节、每个方面都示范到位。要做到抓作
风建设返璞归真、固本培元，真正触及党
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
人情味又按原则办。要下决心减少应酬，保
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实实在在
做人做事，坚决不搞“假大空”。要对一切
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
到防微杜渐。

《通知》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指导原则，
确保每个层级每个单位活动取得实效的要
求，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有序推进教育实践活
动。要整合好资源，使各种因素同向着力、
相互协调。要把握好节律，有先有后、适当
压茬。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让每个
党员、干部都能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要
坚持开门搞活动，开门听取意见、查摆问题、
整改落实、建立制度。要严格督导把关，突
出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
个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跟踪督查落实情
况。要既见物又见人，在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的同时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通知》 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特点规律和县
域治理特点规律，把开展活动同全面深化改
革、促进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要求，切
实做到两手抓、两促进。要把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与推动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推动科
学发展能力；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改革
促进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优势；与富民利民
结合起来，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与
加强基层基础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基层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通知要求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兰 考 调 研
指导教育实践活动重要讲话精神

3 月 3 日晚，邹德凤再次踏上 Z68 次列
车。她并不是要去远行，而是来给乘务员
上医疗保健课。

“这是‘七步洗手法’保健操，可以缓
解旅途疲劳。”邹德凤一边做示范，一边指
导乘务员在头顶、脸部和手部找准穴位。

“我们学会这个‘七步洗手法’保健操
后，就可以教旅客，这样他们就可以放松
一下了。”Z68 次三组列车长徐琴告诉记
者，邹老师是当地有名的“铁路爱心天
使”，“她总能用她的热情感染我们，引领
我们用快乐的心态，为每位旅客提供热情
的服务，用真情传递正能量。”

邹德凤是江西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医疗服务部主任、江西省红十字会志愿服
务中心副秘书长，第 44 届国际南丁格尔奖
章获得者。

1972 年，16 岁的邹德凤成为南昌大学
第四附属医院的一名护士。1974 年，南昌
铁路局沿线 10 多个站段发生了一场规模较
大的疟疾疫情。邹德凤主动请缨，投身到
抗疟工作中。

她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药箱乘火车奔
赴各站段，为患病职工发放药品，提供治

疗。这样工作了一年半，最终消灭了疫情。
投身护理事业 42 年来，邹德凤以“人

道、博爱、奉献”的南丁格尔精神激励自
己，瞄准社区医疗这个薄弱环节，在江西
首创了社区护理模式、社区居家老年护理
服务模式、临终关怀模式等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创新医疗模式，并推广到数十个县市。

“要让社区里更多的居民群众得到关
爱，必须要有一支社区医护志愿服务队
伍。”2002 年，邹德凤成为江西省红十字
志愿护理服务中心的骨干。在她的倡导和
组织下，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江西队第
四附属医院组成立。而她这个领头人，也
由“铁路爱心天使”进而成为闻名全省的

“超级义工”。
当上志愿者后，邹德凤几乎把业余时

间都献给了爱心事业。每到周末，她都要
带队进社区，挨家挨户上门看望病患和孤
寡老人，足迹遍及铁路住宅区每一条街
巷、每一栋楼房。12 年当中，她累计做义
工达 2.4 万小时。截至 2013 年 11 月，邹德
凤所在的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江西队第
四附属医院组累计为社会做义工达 18 万小
时。

从“爱心天使”到“超级义工”
——记江西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医疗服务部主任邹德凤

本报记者 苏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