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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纯，1900 年 4 月出生于河
南省西华县杨树李村，先后就读于西
华师范学校和开封东岳高中。

1926 年春，李子纯接受党组织
委派，返回西华，创办西华师范青年
讲习所和妇女训练班。

1927年3月至6月，李子纯受党
组织派遣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在讲习所里，毛泽东、恽代英、彭
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系统讲授的《共
产党宣言》《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等课程，给李子纯极大影
响，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并在学习期
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
怖中，李子纯按党组织要求回到河南，
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他辗转于开封、焦
作、西华、周口等地，在工人、农民、学
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积蓄革
命力量。

1930年3月，李子纯受中共豫南
特委派遣，进入西北军吉鸿昌所部第
十一师做军运工作，担任政训处上校
秘书。他领导和整顿了部队中党的秘
密组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吉
鸿昌创办进步刊物《铁军》杂志，编写
士兵课本，教育和团结中下级官兵，对
推动吉鸿昌逐渐倾向联共反蒋起了重
要作用。同时，他还为党提供军事情
报，组织向苏区运送给养和枪支弹药，
帮助伤病被俘的红军指战员。

1932 年初，吉鸿昌从欧美考察
回国，秘密策动旧部进行抗日讨蒋起

义。此时，李子纯任十一师改编后的
三十军军部中校秘书兼八十八旅副
旅长，随后任三十军秘书长。得知吉
鸿昌要率部起义，李子纯积极策应，
在部队发展地下组织，培训起义骨
干。不久，由于消息被国民党特务侦
知，起义失败。李子纯果断组织部队
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迅速隐蔽
疏散，自己则继续坚持秘密工作。

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李子
纯身份暴露，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
以高官厚禄诱降，用严刑拷打逼问，
李子纯均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
命气节：“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
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要口供没有，要
命有一条！”被捕4天后，在湖北黄陂
县（现武汉黄陂区）宋埠南门外的河
滩上，李子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
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3岁。

文/新华社记者 甘 泉 韩朝阳
（据新华社郑州8月30日电）

旷继勋，原名大勋，号集成，出生
于贵州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
湾，兄弟姊妹共 7 个，旷继勋排行老
三。1914 年，旷继勋与邵家桥邓家
二女儿邓白玉结为夫妻。

旷继勋早年随友人入川参加反对
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投身民主革命。
1925年，旷部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
旷继勋任第7混成旅第2团团长。

1925年冬，旷继勋和王文鼎发起
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
会”，并派人赴广东与中共党组织接
头，得到党的支持。1926年底由秦青
川、王文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任第7混成旅代旅长。

1929 年 6 月，旷继勋带领全旅
在蓬溪起义，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
川第一路军”的大旗，并建立起四川
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县苏维埃
政府。起义失败后，当年秋，旷继勋
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央军委特科，在上
海参加清除叛徒的工作。后赴湖北
做兵运工作，带领被争取过来的国民
党军 3 个连到洪湖地区加入中国工
农红军。1930 年春任红六军军长，
参与开辟洪湖苏区。此后，旷继勋调
赴鄂豫皖苏区，任红四军军长。

1931年1月，旷继勋在鄂豫皖苏
区指挥了第一场战斗——“磨角楼战
斗”。战斗中，他带领部队顽强冲杀，
经三天苦战，终于攻下磨角楼，拔掉
了鄂东北苏区与皖西苏区之间的一
颗“钉子”。2月，旷继勋指挥部队攻打
战略要地新集，运用坑道爆破的方法
把城墙炸开，一举攻占新集。从此，鄂
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3月，旷继勋率
领红四军打响“双桥镇战斗”，仅用7
个小时歼灭敌人1个师。旷继勋等指
挥红四军主力，在全区军民的大力支

援下，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 年 4 月，旷继勋任鄂豫皖

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
红13师师长。10月，在皖西组建红
二十五军，任军长。11月，红四方面
军成立，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旷
继勋继续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率
部参加商潢、苏家埠等战役，为粉碎
敌人第三次“围剿”，进一步扩大根据
地做出了贡献。

1932 年 9 月，旷继勋调任红四
方面军第 12 师师长，12 月，任红 10
师代理师长。后调红四方面军总部工
作，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和反三
路围攻等战役。后任川陕省临时革命
委员会主席、通江县军事指挥长等
职，领导和主持川陕省的各项工作。

他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指导
方针，严厉批评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
等问题。1933 年，张国焘诬陷旷继
勋与反动军阀秘密勾结，以“国民党
改组派”“右派”的罪名逮捕旷继勋，
并于 6 月将旷继勋秘密杀害于四川
通江县洪口场。

文/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据新华社贵阳8月29日电）

近日，白俄罗斯共和国经济部
副部长帕维尔·乌秋平在明斯克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白中
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两国是
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
伴，有着全天候的友谊。

谈到中白两国的经济合作现
状，帕维尔·乌秋平表示，白俄罗斯
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60%以上的
产品用于出口，同时进口量也很
大。商品生产方面，在白俄罗斯的
中国企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白中
两国正不断扩大信贷、投资、贸易等
领域合作，合作规模越来越大。

未来两国经济合作还有哪些亮
点？帕维尔·乌秋平介绍，白中双方
正在采取具体措施落实两国领导人
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达成

的共识，白俄罗斯制定了《2030 年
前白俄罗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
战略》，中国也制定了长远发展规
划，“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多
领域合作，并选择对白中双方都有
重要意义的项目进行投资合作”。

帕维尔·乌秋平表示，白俄罗斯
是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之一，并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同中方合作
建设“巨石”中白工业园。2015年，
习近平主席在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举行会谈时表示，“将园区项目
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和
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中白工业
园很好地体现了两国之间良好的合
作机制。

帕维尔·乌秋平表示，白中两国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携手共进。比
如，推进中白工业园建设方面，白俄
罗斯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

帕维尔·乌秋平认为，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钦
佩，中国不仅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
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成就更是举
世瞩目。帕维尔·乌秋平说：“我们
正在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比
如中白工业园的建设基于中国苏州
工业园区的建设经验，建立的相关
合作机制非常有效，两年内就看到
了显著变化。”

谈到不久前开始正式生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
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
员签证的协定》，帕维尔·乌秋平表
示，两国互免签证是一项有着重大

意义的举措，将为旅游业和商业带
来更多发展机遇，同时增进两国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此外，白俄罗
斯的旅游设施不是很发达，两国企
业可以共同建设旅游设施、合作开
发旅游项目。

白俄罗斯将参加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帕维尔·乌秋平指出，
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
品，这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意味着巨
大机遇。白俄罗斯正在积极筹备参
会工作，计划在国家馆展示该国在
科学、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成
果；在企业馆展出希望出口到中国
的产品，包括肉类、酒类、奶制品、机
械设备等。帕维尔·乌秋平说：“我
们正在做市场调查，提前了解哪些
食品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
——访白俄罗斯经济部副部长帕维尔·乌秋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8 月 15 日 18 时 16 分，记者跨
出一步，便同时站在了中国、哈萨克
斯坦两国的土地上，脚下是红蓝两
色的边界线。这里是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我国与其他
国家建立的首个跨境边境合作中
心。中心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监
管”模式，持有效证件即可出入。

“中方区已累计入出区1879万
人次，其中去年达 554 万人次，比
2013年增长12.9倍。‘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备受瞩目。”霍尔果斯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市委书记郝
拥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截至目前，
合作中心已吸引总投资超过300亿
元的35个重点项目落地；入驻商户
30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

新疆霍尔果斯地处西部边陲，
5 年来，当地紧抓“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从开放支点逐渐成为丝路
热点。

“以前是出国推介，现在是外商
上门。”霍尔果斯金亿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从事果蔬生产、加工、出口等业
务，副总经理于欢对这几年的变化
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霍尔果斯与外界联
系更紧密了。目前，公司已在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建
立了18个销售网点，由于业务量增
加，今年计划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新设5个网点。

哈萨克斯坦籍货运司机巴合提
亚尔·瓦依托夫从1993年就开始在
两国间跑运输。近年来的变化，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一是货物品种更
丰富了；二是运输时间缩短了，从霍
尔果斯到阿拉木图，原来要四五天
时间，现在通关效率高，中午过关、
下午出发，第二天早上就能到阿拉
木图。“更令人高兴的是，收入也在
翻倍。”他说。

随着霍尔果斯“热度”增高，当
地产业集聚也在加速。在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科国际
贸易等 30 多个外向型商业综合体
及75家免税店入驻运营，免税店年
销售额突破11亿元；新疆首个产品
质量溯源系统上线，推动了高端免
税产业发展；相继与哈萨克斯坦方
联合举办机电产品暨第二届中亚农
业机械博览会、中哈冰雪旅游节等
20余场展销会、旅游商贸洽谈会和

论坛，会展经济已见成效。
此外，区域金融中心正在形

成。作为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
验区和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试点
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一批金
融机构已入驻合作中心，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创新离岸业务系统上
线。新疆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曦
峰介绍，截至今年 6 月末，合作中
心试点银行累计开立人民币离岸
账户 109 个，累计发放离岸资金贷
款 880 亿元。今年 4 月份，中哈两
国本币结算渠道在霍尔果斯全面
打通。

统计表明，霍尔果斯经开区去
年工业总产值比2013年增长172.3
倍，去年进出口货物量占全自治区
的58.6%；今年上半年，公共预算收
入 增 长 110% ，工 业 总 产 值 增 长
47%。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实施，霍尔果斯将加快推进自由贸
易港、区域性国际金融港、国际文化
产业示范区、全疆兵地融合发展示
范区、全国跨境旅游购物中心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先行先试
综合示范区、枢纽门户城市的特殊
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新疆霍尔果斯：

从开放支点到丝路热点
本报记者 乔文汇

李子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旷继勋：一腔热血写忠诚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8月
28 日，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与中国日
报社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暨第五届年会
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双方将深入开
展合作，携手建设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及相关项目，共同致力于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促进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10 月 17 日至 19 日，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将在北京召开以

“文化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的第五届年会。届时，近千
位中外政要、知名学者等将展开讨
论，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建言献
策。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是中国创立
的一个高层次、非官方的国际文化
论坛。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第五届年会将办

8 月 28 日，
正在建设中的黔
张常铁路张家界
高铁西站铺轨基
地沙堤溪大桥，
中铁四局八公司
机械化养路段施
工人员冒着高温
巡护线路。黔张
常铁路自渝怀铁
路黔江站引出东
行，在湖南张家
界市与焦柳铁路
衔接，经桃源县
后 至 终 点 常 德
市，计划 2019 年
2月铺通。

郑红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