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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至8日对德国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二次峰会。德国舆论和学界人士高度评
价习主席访问，肯定了访问对加强中德两
国关系和推动全球合作的积极意义。

习近平主席5日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
克尔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德
传统友好，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下
阶段发展描绘新蓝图、明确新目标、规划
新路径，一致同意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
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配合，推
动中德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德国《南德意志报》《世界报》《每日镜
报》《新德意志报》等主要报纸6日均在头版
头条报道了习主席与默克尔的会谈成果。

《南德意志报》刊登题为《默克尔寄

希望于中国》的文章说，默克尔希望通过
与中国加强合作来缓和德国面对的日益
紧张的国际局势。《法兰克福评论报》发
表文章说，德国政府视中国为可靠伙伴。

德国《商报》7日刊登德国著名中国
问题专家泽林撰写的评论文章《用一个
声音说话》。 泽林表示，德中两国彼此为
重要伙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影响力
趋弱之际，“中国人和德国人则在不断扩
大其全球回旋余地”。

“李总理刚走，习主席再访，这种似
乎打破常规的‘礼遇’不但凸显出德中关
系之重， 更说明两国之间全方位战略伙
伴关系已经到了不拘一格、 同舟共济的
高级阶段， 什么都不会影响双方务实合
作、互助共赢的决心。 ”《欧洲新报》总编

辑范轩7日对记者说。
此次访德是习主席自2014年来第二

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德期间，习主
席还同默克尔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
猫馆开馆仪式、共同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
友谊赛，并见证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

范轩说， 国宝大熊猫到来等一系列
活动让民心更加相通、文化更加交融；习
主席的到访本身就是对“一带一路”倡议
最好的诠释， 使这一倡议在德国更加具
象、得到更多响应；在贸易保护主义日渐
抬头背景下， 访问也将促使双方共同应
对挑战， 使双边经济交往更加包容、开
放、规范。

他认为， 习主席此次对德国的访问
不仅带来了大国的智慧与担当， 还更多

地带来了老朋友的坦诚和厚道， 将促使
德中关系好上加好， 使本身就以高速运
行的各项务实合作再度得到提升。

7日，习主席在德国汉堡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并发表题为
《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的重要
讲话。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辜学武认为， 从习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
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决心非常坚定。

辜学武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
准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新型包容
性全球化”的一部分，通过打造海上和陆
上互通互联机制， 将目前还未充分享受
到全球化好处的群体融入到全球生产活
动中来，使全球化也能惠及他们。

（新华社德国汉堡7月9日电）

推动德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德国舆论和学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访德

� � � � 据新华社兰州7月9日电 9日8时，
随着首趟动车组列车———西安北至兰
州西D26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
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西北
的甘肃、青海、新疆由此融入全国高铁
大家庭。

宝兰高铁全长401公里，运营时速
250公里，主要承担甘肃、青海、新疆对
外直通客流， 兼顾沿线大中城市间的
城际快速客流， 是一条高标准、 高密
度、大能力的高速铁路。 宝兰高铁通车
后， 兰州与西安之间的旅行时间从目
前的6个小时缩短至3个小时。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
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中陆桥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宝兰高铁是我国西
北与中东部的铁路客运主通道， 它的
通车运营将显著提高欧亚大陆桥铁路
通道运输能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2014年年底，全长1776公里的兰新
高铁开通运营，甘肃、青海、新疆步入高
铁时代。 但由于宝兰高铁未建成，兰州、
西宁、乌鲁木齐并未与中东部城市实现
高铁连接。 随着宝兰高铁的通车运营，
兰新高铁全面纳入了全国高铁网。

宝兰高铁开通运营

大西北融入全国高铁大家庭

� � � � 7月9日， 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在陕甘交界处的宝兰高铁东岔沟大桥上。 新华社发

第一所航校：

东北老航校，空军的摇篮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

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后来，“东北老航校”也被人们看作“人民空军的摇篮”。
“组建‘东北老航校’，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眼

光。 ”刚成立时就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政委的黄乃一回忆，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迅速抽调一部分部队和干
部挺进东北，同时派出在延安储备的航空人才进入东北，利
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建航校，以培养人
民空军的“种子”。

当时，原驻东北的日军一个航空大队，在队长林弥一郎
带领下， 于1945年9月底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
主联军的前身。

我党很早就想建立空军，但由于战乱和条件的限制，一
直没能实现。经过不断做工作，林弥一郎带领部下参加了我
航校的建设工作。 林弥一郎后来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林
保毅。

他的这支部队，共300多人，在“东北老航校”初创时
期，是飞行训练和维修飞机方面很重要的技术力量，为我军
培养航空人员作出了贡献。

最初的飞行训练是异常艰难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郭芳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按照飞行训练常规，要按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
高级教练机顺序进行。 当时，航空学校只有4架破旧“英格
曼”式初级教练机和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
级教练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提出，越过初、中级教练
机，直接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随着飞行训练时间增加，

“东北老航校”面临缺乏油料的严重困难，通过反复试验，以
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获得了成功。

郭芳介绍，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东北老航校”以
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展开艰难创业。 到1949年7月，共培养出
126名飞行员、24名领航员以及410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
等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毕业学员在开国大典上驾机编队通
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71年来，人民空军已经从当年的“马拉飞机”“酒精代汽
油”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军种，而

“东北老航校”精神一直被视为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并不断
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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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海域可燃冰
试采结束并关井

新华社广州7月9日电 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组织实施的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9日全面完成预期
目标， 第一口井的试开采产气和现场测试研究取得圆满成
功，并实施关井作业。这标志着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首次
试开采取得圆满成功。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首金到手，可喜可贺！我在比赛现
场被队员们夺冠后的喜悦深深感染，看
得出来这都是他们日积月累、百炼成钢
之后的一种释放。” 正在天津督战的省
体育局副局长孙平波表示，本届全运会
首次增设群众比赛项目，对于全民健身
运动的发展十分有益，“多了这个代表
全国最高水平的比赛平台，让热爱运动
的普通百姓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能在
赛场上增添获得感和幸福感。”

此次舞龙比赛为期一天， 率先进
行自选项目的角逐。按照评分标准，比
赛中选手在展现舞龙民族性、 民俗性
和民间性特点的同时， 还需要加入戏
曲、武术、舞蹈等艺术元素，并且通过
龙的盘、游、翻、滚等动作，达到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的作用。
湖南队决赛的主题是龙腾三湘，

曲目选用了《龙凤呈祥》，三湘特色浓
郁的乐曲和服装一开场便博得观众的
阵阵掌声。表演中，场上10名队员如同
一人般协调统一， 他们高高擎起的巨
龙时而飞腾咆哮，时而低头沉吟，无论
在动作难度和艺术表现上都获得观众
与评委的一致认可，最终以9.23分的成
绩获得第一名。上海队以0.02分之差屈
居第二，江苏队获得9.19分位列第三。

湖南舞龙队发言人、 湖南师大体
育学院院长汤长发介绍， 湖南龙狮运
动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我省的佼
佼者， 湖南师大更是注重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 湖南师大舞龙队始建于
1997年，曾多次代表湖南、代表中国到
国际上展示、比赛。“早在去年，我们的
队伍就到城步、 湘西等地与苗族人同
吃同住一个月， 挖掘最原汁原味的舞
龙文化和民俗特色， 经过半年的苦练
最终有了今天的节目。”他说。

另一支以学校名义参赛的湖南农
业大学舞龙队， 以9.016分获得传统套
路第5名。

� � � �7月9日， 以湖南师范大学为班底的湖南舞龙队以9.23分的成绩， 夺得第十三届全运会
群众比赛舞龙项目自选套路冠军， 这也是湖南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的首金———

全运首金，龙的传承

� � � �图为湖南队在全运会群众项目舞龙自选套路决赛中。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蔡矜宜）2017“薪火阵营公
益篮球训练营”长沙站的海选活动8日在长沙周南梅溪湖中
学启动，前国青队主力、现CBA深圳队新星沈梓捷现场为小
球员加油助威。

“作为新一代的中国篮球人，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薪火阵营
公益训练营来到长沙， 帮助在这里怀揣篮球梦想的孩子们，去
见识薪火阵营从美国、欧洲引进的篮球青训课程。”活动现场，
沈梓捷与小球员亲密互动的同时传授自身经验。

“薪火阵营公益篮球训练营”是由中国男篮领袖易建联
在2011年创办的公益篮球训练营，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基金部、深圳福田区委宣传部（文体局）主办，深圳市薪火
阵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今年在深圳、成都、上海、
长沙四个城市举办海选活动。

海选测试项目分为静态身体数据测试、 动态基本功测
试和3对3比赛测试。 薪火阵营特邀立陶宛维尔纽斯篮球学
院高级教练员Justas� Brazas以及本土教练组成超强考官
团队，他们将根据球员三项测试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从全
国选定80位学生，于8月10日至15日，在深圳福田易建联篮
球训练中心接受一周的特训。

薪火阵营长沙站启幕
CBA新星现场为小球员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