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对外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作出应
有贡献。

对外工作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与
世界发展大势，紧紧围绕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
这一主线， 不断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新的历史高
度。

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 推动对外工
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局之年、 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我们将迎来建国70
周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对外工
作要以此为坐标，通盘考虑、梯次推进，发挥综合积极效
应。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要“以天下为己
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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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
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
致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
大国关系框架。我们愿与其他大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
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发
展与繁荣。

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
有利。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
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
体。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
共同发展新局面。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推
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努力构建团结互信、共
同发展、亲近交融的良好关系。

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要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促进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包容发展。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推动形成协同有力的对
外工作格局。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贯彻到对外工作的方方面面，
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让我们在习近平外交
思想指导下，砥砺奋进，开拓进取，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时代华章。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载6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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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侯丽军 张玉洁

5年前的深秋，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 在花垣县十
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要求， 为新
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个初夏，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本扬来到十八洞村， 探寻
“精准扶贫” 的中国经验。

这是一次特殊的访问， 一座地处武陵
山脉腹地的苗寨， 第一次迎来一位外国元
首的到访。

6月2日下午， 本扬率老挝党政高层代
表团赶赴十八洞村， 重走习近平总书记5
年前走过的路线。

雨后的苗寨， 漫山透绿、 清新朗润。
来到十八洞村， 本扬径直走进村里的精
准扶贫展览室参观。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的照
片。 本扬驻足凝望， 看得认真。

当时的讲解员、 十八洞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员杨建军告诉记者， 那天， 展览室
内陈列的湘西精准脱贫“十项工程” 展板
引起了本扬的强烈兴趣。

“我给本扬总书记详细介绍了教育
发展、 产业脱贫、 乡村旅游和医疗救助
四块工作， 他听得非常认真仔细。” 杨建
军说。

一张张图片， 一组组数据， 展现出湘
西近年来通过乡村旅游、 转移就业、 易地
搬迁、 教育发展等“十项工程” 解决当地
深度贫困问题的努力和成效。 2014年至
2017年， 全州实现50余万人脱贫， 贫困
发生率由33.79%下降到10.55%。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确保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让中国
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老挝
也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 和
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在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

程中， 中老两国“志同而气和”。
7个月前， 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

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
腹———

本扬说， 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 但
受困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 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
方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
挝发挥自然优势， 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摆脱
贫困。

今年5月底， 本扬应习近平总书记邀
请来华访问。 结束在北京的行程， 本扬总
书记马不停蹄赶赴三湘大地， 实地走一
走， 看一看， 感受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实
践。

十八洞村梨子寨， 黑瓦木屋错落有
致。 沿着青灰色的石板路， 本扬来到住在
村头的苗族老乡石拔三家中， 仔细把屋里
屋外看了个遍。 “您身体还好吧” “有几
个孩子”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吧” ……
本扬与石拔三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她家里
的情况。

石拔三告诉本扬， 自从5年前习近平
总书记来过村里后， 村里的情况已经大变
样， 她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是吃穿不
愁了。

在石拔三家堂屋正中央的墙上， 挂着
一幅习近平总书记和她坐在火塘边聊家常
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前， 本扬仔细端详。

回想起5年前的情景， 十八洞村的村
民们仍记忆犹新———

黑黢黢的房子里， 唯一的电器是一盏
5瓦的节能灯， 石拔三看到有客人进来就
按照苗族礼节热情迎接。 面对眼前陌生的
客人， 她问： “怎么称呼您？” 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地说：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握住石大妈的手， 总书记询问她多大年
纪， 听说老人64岁了， 他说： “你是大
姐。”

从“大姐” 家出来后，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村民施成富、 龙德成夫妇家探望， 在
他们家的院坝 （前坪） 上召开了一个小型

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

一圈，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要建档
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 不能“手榴弹炸
跳蚤”， 要下一番“绣花” 功夫。

5年后， 当本扬沿着与习近平总书记
相同的路线绕村一圈考察时， 看到的是一
番火红的发展景象———

从前3米5宽的盘山小路变成了6米宽
的水泥马路， 村内家家门口修了石板路，
户户通了自来水。 游步道有了、 邮局有
了、 自助取款机有了、 农家乐有了， 还与
文化公司合作建立了农家书屋和诗社。

“大姐” 石拔三家新添了液晶电视、
电风扇和电饭煲， 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
摊。 “现在来村的游客越来越多， 去年在
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 收入都有近1万元
了。” 石拔三告诉记者。

青山环绕， 鸟语花香。
同样在施成富、 龙德成家的院坝， 坐

在和习近平总书记一样的位置， 本扬也同
十八洞村村民围坐在一起， 聊起了家常。

曾经客人来了连小板凳都凑不齐的施
成富家， 如今也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做得
顺风顺水。 他们用“十八洞村” 品牌的天
然山泉水泡上湘西黄金茶， 招待远道而来
的贵客。

“中国和老挝是友好邻邦， 我这次特
地到十八洞村和你们交流学习精准扶贫的
经验， 希望能把你们好的经验带回老挝
去， 同时也请你们到老挝去看一看。” 本
扬对在场的村民们说。

坐在农家的木椅子上， 本扬向大家一
一了解当地政策、 风俗、 人口、 家庭和经
济状况。 虽然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谈话的
气氛却十分热烈。

听老乡们讲述十八洞村的今昔对比，
本扬感触很深：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
‘四好农村路’。 这次来到十八洞村， 我看
到道路修得很好， 与城市几乎没有差别，
可以说是真正的‘四好’。 这里村容村貌
清洁美丽， 老百姓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

大家收入大幅提高， 生活状况大大改善，
让我们深受启发。”

“老挝目前还有6%的贫困家庭， 我
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中方‘精准扶贫’ 的
做法和经验， 争取到2020年摆脱国家欠
发达状态。” 本扬说， 老中两国是好邻
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一直以
来两党两国携手同行、 守望相助。 “我
们要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 实现共同发
展。”

“中老两党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
必须得民心、 顺民意、 惠民生。 ” 去年
11月访问老挝时， 习近平对本扬说。

同饮一江水， 共取一瓢饮。 同样的使
命， 共同的梦想， 把中老两国的前途牢牢
相系， 将两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座谈结束后， 陪同考察的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向本扬赠送了以十八洞
村脱贫故事为原型的电影 《十八洞村》 光
盘：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嘱咐我送给
您的礼物。”

“非常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礼物， 我
非常喜欢。” 本扬说。

“在十八洞村，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
贫困偏远地区的扶贫成效， 进一步感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风范。” 本扬说，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胸怀天下、 心系国
家， 而且关心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 对
偏远山村的基层民众嘘寒问暖， 这都非
常值得老挝人民革命党认真学习。”

一个地处大山深处的苗寨， 5年里先
后迎来中老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到访， 见证
了中老两党两国携手并进的一段佳话。

临走前， 本扬与村民们握手道别， 热
情的苗族群众围绕在他身边， 与他合影。
一张张照片， 定格一张张明媚的笑脸， 也
定格了中老两国友好交往的难忘瞬间。

车队缓缓离去， 村民自发组成的送行
队伍， 沿山道蜿蜒。 苗寨的绿水青山， 镌
刻下历久弥坚的中老友谊。

（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时代华章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精神

深山苗寨，见证中老两党两国交往的一段佳话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工作纪行

� � �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5日
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
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
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耄耋之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我为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
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
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
守令人感动。

习近平表示，几十年来，你以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 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
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塑造了许多富有
生命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受到人民群
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希望你发挥好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
率， 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 有情
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贡献力量。

近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
犇入党一事，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牛
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11岁起从事表
演工作，参演过《龙须沟》《红色娘子军》《天
云山传奇》《牧马人》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影
片。 因其对中国电影的贡献，2017年获得金
鸡奖终身成就奖。 牛犇经历过旧社会的苦
难，受老一辈电影人的影响，青年时期就立
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从未放弃追求进
步。近年来，他又多次向组织表达入党意愿。
今年5月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为中
共预备党员。

牛犇同志：
你好 ！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我为此
感到高兴 。

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
事情，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 决心一
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

几十年来， 你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效
益至上，塑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感染力

的艺术形象，受到人民群众高度评价和充
分肯定。 希望你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
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

顺祝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18年6月25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习近平给新近入党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的信

习近平写信勉励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 带动更多
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亚投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成员将增至87个

新华社孟买6月26日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理事会26日在此间举行的年会上宣布，
已批准黎巴嫩作为意向成员加入， 其成员总数将增
至87个。

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 欢迎黎巴
嫩作为新的意向成员加入亚投行， “作为中东地区
重要的商业中心， 我们期待黎巴嫩在亚投行内部能
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 作为意向成员加入亚投行获批后， 黎巴
嫩还需走完国内法定程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行
后， 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57个， 此次宣布黎巴嫩的
加入， 是亚投行成立以来的最新一次扩容。 亚投行
第三次年会25日至26日在印度孟买召开。

亚投行表示， 将继续欢迎新的成员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