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多年心愿
终于达成”

———巴拿 马 华 侨 华 人
与友好人士喜庆中巴建交

当地时间12日，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
城新唐人区的一家酒楼， 数百名华侨华
人、 驻巴中资公司代表与巴拿马友人欢
聚一堂。

“热烈庆祝中国巴拿马建交”的巨大
横幅悬挂在聚会场所的中央。 大家笑容
满面，相互问候着、交谈着，发自内心的
喜悦感染着场内的每一个人。

当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办事处代表王
卫华大声宣告， 中巴两国外长刚刚签署
了建交公报时， 场内掌声喝彩声雷动四
起，手中五星红旗挥舞得更加有力。

北京时间13日， 外交部长王毅同巴
拿马共和国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在北
京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
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王卫
华激动地说：“这一天我们期盼了很久。”

他说，20年来， 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
展，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办事处历任代表和
工作人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同时对广
大爱国华侨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感谢。

巴中友协会长、 巴拿马高法大法官
奥尔特加抑制着激动的心情说，15年前，
就是在这里，我们成立了巴中友协。 自那
时起， 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努力就从未
停止。“我们一直坚信，巴中两国一定能
建交。今天，我们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 ”

中南美洲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唐
金水在发言中说，中巴建交令他热血沸
腾，心潮激荡。 有了祖国这个坚强后盾，
旅巴华侨华人就能更好在异国他乡安
居乐业。 他呼吁各侨团团结一心，为建
设和谐侨社做出共同努力。

中国银行巴拿马分行行长、 中国商
会会长王纪民表示， 中巴建交是个历史
新起点，给双方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希望
能利用这个契机，不断推进企业间合作，
将双边经贸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王卫华随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巴拿马政府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历史性
决定，这既符合巴拿马人民的长远和根本
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今后中
巴关系全面和深入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此时在外面的广场上， 一束束五光
十色的焰火在夜空中绽放， 它在向人们
宣告：中巴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

（新华社巴拿马城6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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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关系掀开新篇章
中国和巴拿马13日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
关系。

消息传出，巴拿马朝野一片欢呼。 他们
中不少人士认为，巴拿马政府早就应顺应世
界潮流和国内民心，作出这一正确选择。

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在平等互
利 、共同发展的快车道上加速前行 ，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 迄今，
已有5个拉美国家加入了亚投行。 包括阿根
廷总统马克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内的多
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今年5月在北京举
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拉美地
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合力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成为中拉双
方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

知水草者莫如马。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
2006年6月与中国建交，2010年与中国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中哥关系的发展随后进入“快车
道”。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已成为哥斯达黎加
第二大贸易伙伴。 哥斯达黎加向中国的出口额
比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
这四个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对华出
口的总额还要多。

当年决定和中国建交的哥斯达黎加前总
统奥斯卡·阿里亚斯在中哥建交10周年之际
感慨地说，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适应国际
大趋势，顺应时代潮流，锐意改变方能为国家
赢得灿烂的未来。 中哥建交后取得的丰硕成
果充分证明， 他在10年前作出和中国建交的
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这就是人心所向。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
断提升，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正阔步前行，
中国理念的感召力、中国外交的亲和力正不
断上升。 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是
普遍共识。 中巴建交可谓水到渠成。

我们相信，中巴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新华时评

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共和国位于中美洲东南部， 人口

400余万，国土面积7.5万平方公里，首都巴拿
马城，西班牙语为该国官方语言。

巴拿马以巴拿马运河而著称。 该运河被
誉为“黄金水道”，是一条联通太平洋与大西
洋的国际航道。 运河全长81.3公里，宽152米
至304米，深13.5米至26.5米。 全球贸易的近
6%从这条水道通过， 有世界贸易晴雨表之
称。 （据新华社电）

链接

中国巴拿马建交：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 � �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当地时间12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与中国建交。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也在北京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举行会谈。 会谈后，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分析人士认为，中巴建交，标志着中国与这个遥
远的中美洲国家的关系进入新时期。

� � � �中国与巴拿马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间
的友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最早一批华人
抵达巴拿马至今已有160多年。 早期来巴拿
马的华人劳工参与了巴拿马铁路和巴拿马
运河的建设，为这两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付出
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

其中有不少华人选择在巴拿马定居。 据
统计，目前旅巴华侨华人总人数超过15万。

自1996年起，中国和巴拿马开始互设贸
易发展办事处。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
巴双边贸易额为63.83亿美元，中方主要出口
轻工和纺织品、燃料油、橡胶和塑料鞋、计算
机和通讯产品等，进口鱼粉、废金属、水泥和
皮革等。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美洲和加勒比研

究中心秘书长王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 中国和巴拿马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
久，两国建交水到渠成。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
化进程，中国与北美、拉美国家经贸关系不
断发展，中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吸引力
也不断加强，因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的意愿
也愈发强烈。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 中美洲和
加勒比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东振说， 中巴
建交很正常， 这是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必然
结果，也是中拉合作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巴
建交也非常重要， 将提升中巴关系的全面
性，助推中拉整体合作。 除经贸领域外，建
交后， 两国在政治领域和国际事务中将有
更密切合作。

� � � � 2016年6月26日，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
“巴拿马”号货轮成为通过扩建后的新巴拿马
运河的第一艘船舶。近一年后的今天，中国宣
布与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在巴拿马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
重要角色。目前，中国已成为巴拿马运河的第
二大用户和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的第一大货物
供应国。同时，巴拿马也已成为众多中国大型
企业进入美洲市场的重要门户。我坚信，两国
关系到了进一步加强的最好时机。”巴拿马总
统巴雷拉12日在电视讲话中说。

巴雷拉表示， 他已经要求巴拿马政府尽
快与中国签署旅游、商贸、移民、农业、教育和

海事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两国建立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和共赢的双边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我相信，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将为两国人民
带来福祉，并造福下一代。 ”

巴拿马国土面积7万余平方公里， 人口
400多万，国家虽小，却因巴拿马运河而声名
远扬。

巴拿马运河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 是世
界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之一。全球每年近6%的
贸易运输通过该运河，因此这条运河有“全球
贸易晴雨表”之称。巴拿马因其地理位置衔接
南北美洲的特点，再加上运河的存在，成为世
界航空和海运的枢纽之一。

� � � � 王鹏认为， 中国与巴拿马建立外交关
系，将为两国对接合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目前，巴拿马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巴
拿马运河的主体扩建工程已经完工，但相应的
运河配套设施扩建正在进行中，运河管理局表
示希望尽快再次扩建运河。 中国在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有人员和技术优势，这与巴拿马在发
展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相契合。 中巴建交将
为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带来更多合作机
遇。

中巴建交也有利于两国开展各类金融
合作。 巴拿马以其开放的金融业而闻名，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银行在这里设有分行。中巴
建交将为中国金融机构在巴拿马设立分支
机构提供便利。

中巴建交还为两国产能合作拓宽了渠
道。 巴拿马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转运基地，巴
拿马政府有意在港口周边建设相应的产业
园，以推动产业发展，而中方在这方面有较
为丰富的经验，人员、技术等优势也较为明
显。

此外，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
贺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巴拿马
在拉美地区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美洲国家组织等重
要地区性组织的成员国。中巴建交有利于增
强中国与拉美地区性组织的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12日电）

“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水到渠成的外交决策

建交创造合作新机遇

制图／傅汝平

“我要写《村小校长》”
———记永兴县油麻镇溪尾小学校长王国军

声音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王国军，男，1959年1月生。1979年9

月开始，从事乡村小学教学工作，至今
38年。 现任永兴县油麻镇溪尾小学校
长。8次获永兴县政府嘉奖，2次记三等
功，3次被评为“永兴县优秀教师”。2016
年被评为“永兴县骨干教师”。系湖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作品集《留恋》。

【故事】
这是一位快要退休的乡村教师。

从教38年， 当了20多年的村小校长。
王国军说：“退休后， 我要写《村小校
长》，写一写酸甜苦辣。”

6月7日， 记者来到永兴县油麻镇
溪尾小学，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学校围
墙内的那棵古樟树。它粗壮的枝干，探
出围墙好几米。古樟树，老教师，在这
样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 互相验证着
持久的坚守与岁月沧桑。

大凡乡村教师， 有太多的相似之
处。 一批一批山雀子一样的孩子们飞
走了，飞出了深山。他们却留了下来，
像古樟树，甚至像野草。

王国军同样普通， 但他有他的独
特。他是校长，是语文教师，还是省作
协会员。他说：“语文是基础中的基础。
学好了语文，以后派上的用场大。”

王国军酷爱读书与写作。2006年由
珠海出版社出版作品集《留恋》，其中很
多文章是记录乡村学校工作与生活的。
他说：“在课堂上，我经常念自己的文章，
分析观察事物的角度与写作的方法。孩
子们听了，觉得一点都不假，有趣。我就
这样培养孩子们写作文的兴趣。”

让记者叹服的是，1997年， 他参
加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语文教师范文写作

比赛，一次投了3篇文章，居然全部获
奖。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获奖证书中，
记者看到了3本获奖证书。《给刘老师
的信》 获三等奖，《我希望有个幸福的
家》《拉二胡的小姑娘》 均获优秀奖。
2002年11月，《布置语文作业引发学
生想象》获《中国教育报》“教师素质与
学生成才论谈”征文大赛一等奖，并由
此获永兴县“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
11月，《无悔的教书生涯》 获教育部中
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举办的全国首
届师德征文大赛优秀作品一等奖。
2006年8月，《浅谈写作的苦与乐》获
全国教育学术论坛“全国教育教学优
秀论文评选”小学类一等奖。

王国军“一点红”，带动了“一片
红”。他组织的写作、美术兴趣小组，实
力颇强。

他所带的毕业班语文会考成绩，
多次进入永兴县乡村学校综合排名前
3名。参加学区、县里作文比赛，都是一
等奖或第一名。“国字号” 的奖项也屡
屡出现。1999年、2001年，王国军组织
学生参加《中国教育报》举办的全国青
少年书画比赛，邓生书、王志雄、黄大

跃、黄小玉等8名学生分别获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 王国军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03年，参加《中国教育报》首届“杏坛
杯”全国大中小学生作文大赛，邓凤娥、
邓爱姣、 王足兰等5名学生分别获二、三
等奖，王国军亦获优秀辅导教师奖。获奖
学生的家长说：“我们的老师不比城里
差，乡里孩子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啊。”

王国军是孩子们心目中的“作文王”，
也是一位疼爱孩子们到骨子里的好校长。6
月5日下午4点钟放学时，下起了大雨。王国
军很着急，一个一个打电话、捎口信，让家
长们带雨具到学校来接， 一直到最后一名
学生离校，他才骑摩托车回家。

69岁的黄几昌，3个孙子都在溪尾
小学读书， 其中读五年级的孙女叫黄琳
娟，被王国军调教成了“一枝花”。黄琳娟
原来成绩一般。现在，语文、数学、英语，
门门都是90多分，总是三塘学区的第一
名。黄几昌说：“像王校长这样的人，哪里
去找？”

油麻镇三塘中心学校校长李宗礼
说：“基础打得好，就是不一样。2015年、
2016年，永兴县中考前3名，都是他教过
的学生。”

6月7日中午，王国军在古樟树下为孩子们演奏《世上只有妈妈好》。
何国庆 陈惠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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