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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6月16日电 （记
者林晖 陈键兴 许雪毅）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 16 日在厦门出席第十一届海
峡论坛并致辞。

汪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在海峡两岸引起强
烈反响，两岸政党、团体、人士对话
协商积极开展，台湾同胞来大陆发
展热情更高。本届论坛是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发表后两岸同胞首
场大规模团聚活动，是新形势下扩
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
一次盛会，参与人数创历史新高，充
分表明两岸经济交流融合的大势任
何力量压制不住，两岸民众同根同
源的文化纽带任何力量切割不断，
时和势都在支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复
兴的力量这一边。

汪洋强调，两岸经济互补性强，
开展互利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大陆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开放阶段，对各类优质产品
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两岸
经济交流融合，既是大义，更具大
利，没有理由不走得更近更好，也一
定会走得更近更好。

汪洋强调，和平统一对两岸来讲
成本最小，对同胞来讲福祉最大。在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
上，我们愿与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
士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协商，聚同化
异、积累共识，一步一步向和平统一
的目标迈进。我们愿为和平统一创
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台独”分裂活
动留下任何余地。两岸同胞应携起
手来，共担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
独”，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等在
发言中表示，两岸关系纵然跌宕起
伏，但总能拨云见日。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的“压
舱石”。两岸同胞要迎难而上，积极
投身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时代洪流，
为维护台海稳定、促进融合发展、增

进同胞福祉贡献力量。
在出席论坛期间，汪洋还深入

闽江学院、网龙台湾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
地、玉晶光电（厦门）有限公司调研，
并与在大陆工作学习的台湾青年代
表座谈。他勉励台湾青年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看清时
和势、认清义和利，做堂堂正正的中
国人。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
受，向更多台湾同胞讲好在大陆学
习创业的故事，讲好大陆发展变化
的故事，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促
进心灵契合。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
继续抓好惠台利民政策措施的落
实，解决好台湾青年在就学、就业、
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助力更多
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论坛开幕前，汪洋会见了出席
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位代
表。苏辉参加会见。在闽期间，
汪洋还看望了福建省政协机关和统
战部干部职工。

第 十 一 届 海 峡 论 坛 在 厦 门 举 行
汪洋出席并致辞

“树有根，水有源。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拿命
换来的！”今年 91 岁高龄的钟宜
龙老人，悉心竭力举办了红色家庭
展。见记者为他点赞，他激动地打
开了话匣子。“有多少年轻的生命
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新中国。办
这个红色家庭展，就是要让子子孙
孙都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
因！”

2016年，钟宜龙老人把家里最
好、最大的房子腾出来，全家出钱整
修，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展出有关革
命的照片、文字资料，包括红军留下
的标语、长窠头村革命烈士调查表
等。整个展室从搜集整理资料到布
展，都由钟宜龙亲手操办，凝聚着这
位烈士后代、老党员浓重的红色
情结。

战斗惨烈，记忆犹新

钟宜龙老人1929年5月生，福
建省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人。他
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虽身着厚厚的
中山装，手仍是凉的。但是，一谈起
当年红军革命的事情和自己的红色
革命情结，他就顿时来了精神，如数
家珍，声音铿锵有力。

长汀县地处闽西，是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的东大
门。红军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期
间红军在福建省的最后一战——松
毛岭之战，距离长窠头村很近。在
这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中，大批红军
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中央红
军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有红军战
士就住在我家。我妈妈要为革命干
事儿，照顾不了我。做饭的红军叔
叔就白天带着我，晚上看着我入
睡。那时候几十架国民党反动派飞
机从我家上面飞过，投下的炸弹把
屋顶上的瓦片都震落下来了，吓得
我哇哇大哭。红军叔叔说，你不要
怕，我来保护你。那时，飞机一扔下
炸弹，弹片横飞，红军叔叔就把我抱

在怀里，护在身下，安慰我说不要
怕、不要怕。”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役
打响。当时留守松毛岭一线的红军
是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

松毛岭山峰险峻，森林茂密。
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十六师在第十
师、第八十三师协同下，配备飞机、
大炮向松毛岭发起猛烈进攻，枪声、
手榴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自己的养母、女子游击队队长涂从
孜背着血肉模糊的战士从战场上下
来的画面，年仅 6 岁的钟宜龙记忆
犹新。

“我妈妈带领妇女抢救伤员，有
的伤员没有手，有的伤员没有脚，有
的伤员满脸是血。妈妈镇定地指挥
着抢救。”说到这里，钟宜龙老人的
眼里泛起了泪花。

敌我力量悬殊。红军仅凭着步
枪、机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与重装
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搏斗，
大量杀伤靠近阵地的敌人。1934
年 9 月 29 日，红军经过冲杀肉搏，
在重创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后，终因
弹尽援绝，被迫撤退。

松毛岭战役持续了7天。据早
年的《长汀县志》记载：“是役（指松
毛岭战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
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松毛岭之
战后，红九军团兵分两路前往江西
瑞金，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

钟宜龙老人至今对松毛岭战役
的残酷记得清楚，仿佛战斗就在昨
天爆发。老人的养父钟大廷，是红
五军团一营二连战士，1933年4月
参加革命，1934年随队出发参加长
征，在江西会昌罗田与敌作战时
牺牲。

红色基因，不断传承

“做人要有良心！”钟宜龙老人
反复念叨着。迈着蹒跚的步伐，他
走到屋中一个小房间门口，颤抖着
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慢慢

地跨过门槛，从里面的写字台上捧
出一大张纸，上面满满地排列着烈
士的名字。

“这是我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的
烈士名单，都是我们村的。我出钱，
正在为这 147 位烈士建一个纪念
碑。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在纪念
碑上，还要把他们的事迹整理好，让
后人都知道。”钟宜龙说。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
一代。”这是钟宜龙家门口贴着的一
副对联。

有人曾问过钟宜龙：为什么不
拿钱买吃买穿，却要花钱办个红色
家庭展，为牺牲的红军战士修纪念
碑？“我拿出的只是钱，他们拿出的
是性命。给他们做个纪念，教育下
一代不能忘记他们，这是我的良
心。”老人回答说。

没有这些革命先烈，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
幸福生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
叛。”钟宜龙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
革命的历史，记住为人民幸福而牺
牲的英雄们。

“我从参加工作起，就开始搜集
整理红军的资料。”钟宜龙说，鏖战
过后的松毛岭，一度成为土匪的藏
身地。1950年冬天，钟宜龙带领民
兵开展剿匪工作。剿匪过程中，他
们有了意外发现。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红军的遗
骸和弹片，还有红军用的口杯、吃
饭的瓷碗……”钟宜龙带领党员干
部和乡亲们上山整理烈士遗骨，分
点安放，并建起了一座两米多高的
烈士纪念碑。此后，每年清明节，
钟宜龙都与村里的红军后代们一
道，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祭扫在这
片土地上牺牲的英烈。他已经为
长眠在松毛岭的革命先烈义务扫
墓近70年。

话别前，钟宜龙老人在记者的
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翻身
不忘本，活着为人民，永远跟党走，
我要教育儿子孙子把红色的基因传
承下去！”

本报北京6月16日讯 记者常
理报道：6月16日是第18个全国安
全宣传咨询日。全国各地按照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统一部署，围绕“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主题，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咨询日活动。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

山分公司设置主会场，开展了“安
全生产公众开放日”活动，北京市
社会各界代表参观了燕山石化公
司生产厂区，了解装置设备和产品
的生产过程，并与企业员工交流
互动。

主会场同时展示了应急指挥控
制、应急救援、预警预防、灾后处置、
应急后勤保障、灭火机器人等先进
的应急科技装备，让参观者近距离

感受安全生产的“科技范儿”。现场
还设置了应急服务咨询区、京津冀
三地协同应急演练区、安全主题画
展区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
步宣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
灾法律法规、安全应急知识和技能，
提升公众安全素质。

据了解，各地分会场活动也亮
点频出，营造了“人人关注安全、重
视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重
庆市举办“2019·安全第一”全国安
全生产月主题电视晚会；湖北省组
织咨询日活动参与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宣誓；贵州省贵阳市活动现场搭
建安全生产VR体验馆，让广大市民
免费参观体验。

松毛岭上埋英骨 红色展览传基因
——来自福建长汀县的报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启动
大量应急科技装备亮相主会场

“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到，当明
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
拥抱。”6月16日，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成功开幕。伴随《我们都是追梦人》
的热情歌声，来自各阶层、各行业、各
年龄层的两岸同胞聚首厦门会议中
心，共叙情谊，共话发展，为“两岸一
家亲”再次写下生动注脚。

深耕细作，砥砺前行。海峡论
坛充分回应了当前台湾同胞关心的
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等问题，加快探
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推进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建设。金门县县长
杨镇浯说，大陆正在扎实推动经贸
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
互通、行业标准共通这“大四通”，并
加快实现与金门、马祖通水、通电、
通气、通桥的“小四通”，进一步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
化水平，在落实“同等待遇”上下更
大功夫，这些都是扩大台胞受益面

和获得感的最佳实践。
杨镇浯表示，过去的18余年间，

两岸在文化、宗教、学术、经贸等领
域交流热络，海峡论坛更是两岸和
平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
说，“两岸因交流增进了解，因了解
促进和平，更因和平带来互惠合
作。如今金厦通水，我们用两地的
水酿造金门高粱酒，用两岸的水种
出金门的‘一条根’，这正是‘两岸共
饮一壶酒，两岸同是一条根’的最好
诠释”。

两岸一家亲，未来在青年。前
来参加本届论坛的很多台湾青年表
达出同一种声音：只有两岸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才能让他们有机会共
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和成果。“这是人
才充分施展才华的新时代，需要更
多优秀青年的参与。”中国人民大学
台湾青年教师林承铎称，大陆的崛
起为台湾青年的发展提供不容错过

的机遇。“大陆高校十分重视台籍教
师的职业发展，只要你用心尽心、脚
踏实地，就一定能在这里实现自己
的梦想。”

福建省首批台籍“福建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之一范姜锋说，从
2009年来到大陆至今，从最初的创
业受挫，到2015年参加福建团省委
主办的“101 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
划”，被评为“创业之星”，他几乎经
历了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的所有过
程，这些经历让他投入更多力量帮
扶 台 湾 青 年 到 大 陆 实 现 自 己 的
梦想。

无论此岸彼岸，同宗同祖中华
魂；无论这边那边，同文同种中国
印。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黄智贤表
示，海峡论坛寄托着两岸民众想要走
得更近、交流得更深的愿望。“两岸和
平统一、融合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黄智贤说。

两岸同胞聚首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共叙情谊，共话发展——

为“两岸一家亲”写下生动注脚
本报记者 朱 琳

“我们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决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我们将
坚持开放共赢，同各国分享发展机
遇”“我们将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维
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中方愿同各方携手努
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
的美好未来。

世界关注亚洲，亚洲影响世
界。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亚
洲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亚洲
稳定了、发展了，对世界有利；亚洲
混乱了、衰落了，对世界不利。”当
前，亚洲经济领跑全球，区域合作
和一体化进程方兴未艾，亚洲在全
球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
升，但亚洲同时面临政治互信不
足、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全和治理
问题突出等挑战。亚洲如何才能
实现持久和平？亚洲的共同繁荣
路在何方？中国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信
第五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进一步
就开创亚洲安全和发展新局面提
出 5 点主张，即建设互敬互信、安
全稳定、发展繁荣、开放包容、合作
创新的新亚洲。这 5 点主张既与
亚信上海峰会倡导的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一脉相
承，又丰富和充实了亚信合作内
涵，是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路
线图”。

和平、稳定、繁荣，是全人类的
不懈追求。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正在挑战国际
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促进共同发展仍然任重道
远。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和国际
社会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中国坚
决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开放
共赢，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全球
共同发展。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
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
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
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
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
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
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不合时宜，穷兵黩武不
可能缔造和平。中国旗帜鲜明地主
张，在维护本国安全时不能牺牲他
国的安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兼
顾别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
时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惟有如
此，才能促进整个地球村的和平、稳
定、繁荣。

中国的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
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的稳定和
繁荣利好世界，惠及全人类。中国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
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的周
边外交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
惠及亚洲和世界各国。中国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友
好合作。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
斗。中国愿意与各国分享发展机
遇，欢迎各方搭乘中国高质量发展
的“顺风车”，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为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
展持续注入强大动能。中国的发展
将为各国创造更多机遇、给各国民
众带来更多福祉，为亚洲和世界创
造美好未来。

为亚洲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徐惠喜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
会15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多国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阐述了中国在推进亚洲
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面的主张，同
时也为亚洲各国加深理解、增进互
信、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开创亚洲安
全和发展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互敬互信 共创亚洲新局面

卡塔尔通讯社调研部主任哈立
德·比纳勒认为，互敬互信非常重
要，关系到国家间交往、区域安全和
经济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阐
述的主张，有助于增进国家间互信
与合作，减少地区争端，维护地区
和平。

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学教
授夫奥艾德·伊扎迪十分认同讲话
中提到的“共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等内容。他认
为，中方的主张有利于开创亚洲安
全和发展新局面。

埃及对话政治和媒体研究中心
中国研究部主任伊马德·阿兹拉克
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重将安
全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他的主张
有利于建设一个政治互信的亚洲，
进而克服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地区问
题和挑战，促进整个国际社会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对华关系专员
阿巴斯·扎基说，巴方坚决支持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建设互敬互信、安全稳
定、发展繁荣、开放包容、合作创新
的亚洲。包括巴以矛盾在内的诸多
亚洲问题经年难现转机，根本原因
在于缺乏互信。巴方相信在中国积
极推动下，亚洲未来将充满希望。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

所长杜进森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简洁有力、意义深远。讲话就如
何在新形势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做出规划，这些目标不仅符合亚洲
本身特点，也符合地区国家自身利
益，赢得各方积极回应。

合作共赢 推动地区安全繁荣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
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安里·沙拉波
夫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发
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他
说，近年来，随着地区局势变化，加
快发展成为各国共识。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加强地区互联
互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
员瓦西里·卡申说，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阐述了中国愿同各国分享发展
机遇，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
多便利条件，“这些政策主张极具吸
引力”。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齐姆·
朱布里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谋求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非常
重要。亚洲安全是亚洲自身责任，
拒绝一切外部干涉，地区国家的真
诚合作可为整个亚洲的共同安全开
辟新的前景，进而推动各国创造经
济繁荣和美好生活。

斯里兰卡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
阿桑加·阿贝亚古纳塞克拉说，当下
亚洲地区依旧面临各种类型的安全
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明确指出亚洲国家要共同推
进地区安全稳定、发展繁荣，非常值
得称赞。

阿富汗《革新报》总编辑达德·
穆罕默德·阿纳比表示，中国在确保
亚洲安全及发展繁荣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的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有助于消除亚洲各国间误解，促进
地区国家携手打击恐怖主义，确保
亚洲的稳定和发展。

和平发展 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东方研
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拉菲克·阿巴
索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集中
阐述了中国在推进亚洲和平与发
展方面的立场，为亚洲各国增信释
疑、谋求共赢指明了方向。中国作
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为
推动亚洲安全和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能力建
设中心副主任亚西尔·马苏德说，中
方提出的促进开放、支持多边主义
和合作共赢的主张有助于各国达成
一致，避免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推
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在杜进森看来，习近平主席强
调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这彰显了中国作为亚洲和
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意
味着中国将更积极地为世界和平与
繁荣做出贡献。

以色列以华传媒中心主任裴则
男注意到讲话中的一些表态，如中
国会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
分享发展机遇、践行多边主义等。
他认为，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全
球贸易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
对捍卫当今国际体系表明立场意义
重大。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朱宰佑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对地区和世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
献。期待中国继续发挥作用，鼓励
各方参与到携手构建亚洲安全稳
定、促进亚洲合作发展的过程中，
让亚信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凝聚互信协作共识 携手开创亚洲新局面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

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