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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朱云卿，1907年出生于广东梅
州，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朱云卿被任命为中共
北江特委委员，负责主办北江农军学
校。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共北江
特委先后举办了两期农军训练班，培
训农军干部260余人。1927年9月，朱
云卿参加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
了井冈山，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

1928年夏，朱云卿担任红四军三
十一团团长，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
领导下参加了攻打龙源口、围困永新
城等著名战斗。1928年8月下旬，他与
党代表何挺颖一起，指挥不足一个营
的兵力，凭险抵抗，击退了湘赣国民

党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取得了黄洋
界保卫战的胜利。

1929年1月， 朱云卿率领红三十
一团随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
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大柏地、长岺寨
等重要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任务。

1930年底，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朱云卿
协助毛泽东、 朱德制定计划， 部署部
队，指挥作战，对全歼张辉瓒师、取得
第一次反“围剿” 的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毛泽东称赞他为“得力助手”。

1931年春，朱云卿因劳累患重病
住进江西省吉安县东固医院治疗，5
月22日， 在医院被国民党军杀害，年
仅24岁。

(据新华社广州7月19日电)

朱云卿：井冈山上扬英名

外交部：

中方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
尽了最大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针对有美官员称美中未能达
成解决贸易分歧协议的责任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
表示，中方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分歧，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了最大努力。美方有关官员如
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令人感到震惊。

“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美方有关官员如此颠倒黑白、倒
打一耙，令人感到震惊。”她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美方
行为只能再次严重损害自身信誉，也完全无益于解决问题。

华春莹表示， 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立场和态
度是一贯和明确的。从一开始，中方就表明了“不想打、也不
怕打”的坚定立场。美方高举大棒，胁迫讹诈，蛮横无理，反
复无常，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导致事态发展升级的直接
和根本原因。美方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的21世纪， 这次它面对的是中国。“美方某些人不应再沉
迷于做17世纪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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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19日与柬埔寨王国国王西哈
莫尼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60年来，两国
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涉及对方核
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结下了深厚友谊。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柬友好关系， 历经
岁月洗礼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愈发
根深叶茂。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 两国关系又取得了新的长足发

展，我同你实现互访，双方政治互信不断
增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显著，中柬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我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 希望双方继
续携手努力，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
作， 共同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西哈莫尼在贺电中表示，柬中友谊
经受了时间考验，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柬埔寨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中国全力支持柬埔寨选择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并肩合作，既
维护了两国共同利益，也为本地区乃至
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了应有贡
献。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
球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包括柬埔
寨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柬埔寨
首相洪森也互致了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

中说， 今年1月我应阁下邀请成功访柬，
就发展两国关系与合作达成新的共识。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我愿同你一道努力，进
一步巩固中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
台阶。洪森在贺电中说，我高兴地看到，
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拓展， 中国已成为柬
埔寨最大投资国和游客来源国。 相信柬
中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将增进两国兄弟
般的友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中柬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柬埔寨国王互致贺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通令给3名个人记功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

通令，给3名个人记功。
给海军工程大学某研究所所长、教授肖飞记一等功。
给原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热带医学教研室主任、 教授

潘卫庆， 火箭军原装备研究院总工程师兼研究员肖龙旭记
三等功。

徒步穿越大湘南
双牌站21日鸣枪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通讯员 李忠清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系列活动2018

“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南” 活动
暨“大美永州”徒步越野赛双牌阳明山站报
名结束， 比赛将于21日上午在双牌县阳明
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小黄江源广场鸣枪。

共有722名选手报名参加本次活动，其
中趣味组80人， 大众组440人， 专业组202
人。3个组别，专业组赛程为23公里，大众组
为10公里，趣味组由双牌当地有关部门组织
前往阳明山景区进行砍酒、品酒等内容。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 永州市人民
政府主办，永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中共双牌县委、双牌县人民政府承办，湖
南大众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全运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 � � �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7月19日电 在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
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阿联酋《联邦报》《国
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的署
名文章。 习近平在文中介绍了中阿关系的
历史和现状， 表达了对中国与阿联酋携手
合作、打造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
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的期望。

“这也是阿联酋领导层致力于达成的目
标， 阿联酋深信中国是真正的战略伙伴，两
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应该建立直接而牢固的
关系。”在阅读习近平署名文章后，阿联酋记

者协会主席、《联邦报》总编辑穆罕默德·哈马
迪对文中描绘的中阿合作蓝图激动不已。

阿联酋是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的第
一站， 也是他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
访问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国民报》总
编辑米娜·奥莱比充满自豪地说：“这充
分表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阿联酋各界
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抱着极大期待。”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 希望两国携
起手来，做真诚互信的战略伙伴、共赢共
享的合作伙伴、互学互鉴的交往伙伴、实
践先行的创新伙伴。 中东一家电视购物

公司的高管沙尔巴·纳赛尔深有感触地
说：“在和中国同事共事的一年中， 正是
凭借这样的伙伴精神， 我们才能在短时
间内跨越文化沟通的种种阻碍。”

“这篇文章在阿联酋各界产生广泛共
鸣， 大批学者和媒体人士等纷纷通过社交
媒体和网站表达自己的看法， 他们看到了
习主席对地区和阿联酋的清晰认识、 关注
和梦想， 感受到了习主席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知识结构，”哈比卜·阿勒萨伊赫说。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说：“中国人民自
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

福就要奋斗。”文章还引用阿联酋“国父”扎耶
德总统的话说，“为国家带来进步的不仅仅是
石油，还有这个国家人民所作出的努力”。

阿联酋文化与知识发展部顾问柴
绍锦感慨地说：“30多年前，时任总统扎
耶德访华， 推动阿中高层合作交流，如
今习主席来访， 两国已各自创造了经济
发展的奇迹， 双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广泛，
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相互理解扶持。
未来，相信阿中双方将像习主席所说的那
样‘携手前行，共创未来’，为不同文明和
谐相处、共创繁荣作出表率和贡献。”

描绘合作蓝图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署名文章在阿联酋引起强烈共鸣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93 3 8 2
排列 5 18193 3 8 2 3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商务部：

世贸组织对华第七次
贸易政策审议取得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9
日说， 世贸组织对华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近日在日内瓦结
束，此次审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此次对华的贸易政
策审议是世贸组织对成员的例行政策审议， 世贸组织成员高
度关注。会上，70个成员发言，创下世贸组织审议的新纪录。

高峰表示，针对个别成员对所谓“国家主导、重商主义”
的指责，以及“世贸组织现有规则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妄
评， 中方以大量例证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和
合规性，阐明了“当前个别成员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才是
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危险的根本原因。”

周倜

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 ， 国际奥
委会宣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新增7
个比赛小项， 共产生109枚金牌。

新增小项中，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接力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
两个项目令人眼前一亮。 平昌冬奥会
中国短道速滑虽然只获得1金2银， 但
武大靖、 李靳宇争金夺银的瞬间令人
振奋难忘 ， 4年之后他们依旧处于
“当打之年”； 滑雪空中技巧同样不容
小觑， 90后贾宗洋在平昌笑夺银牌振
奋人心， 名将徐梦桃平昌归来后马上
做手术， 只为2022年圆梦。 混合团体

若真能将各自优势最大化组合， 那真
是一件美滋滋的事。

新增项目虽然有中国队优势项
目， 但要想在4年后取得傲人的成绩，
还得出大力。

优势项目要有忧患意识。 目前各
项目已在紧锣密鼓备战， 首当其冲的
便是要保证人才的充裕， 包括教练团
队引入与搭建 、 运动员储备与提升 。
目前， 这方面工作还算顺利， 短道速
滑、 速度滑冰等项目已有国内外优秀
教练相继进驻， 尤其是李琰已留任短
道速滑主教练更是让人放心； 在后备
人才上我国也踏上 “跨界选材 ” 之
路， 从其他运动项目上调兵遣将、 整

合精英也不失为一剂良方。 值得一提
的是， 前不久我省也加入单板滑雪跨
界选材的大军， “让南方孩子也能体
会冰雪魅力 ” 的初衷让人心生暖意 ，
也道出中国在选拔后备人才上的决
心。

冷门项目要迅速普及。 比新增优
势项目更重要的是新增内在的能量与
民众的关注。 从现实层面来看， 作为
东道主， 我们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去补
齐， 尤其是如何在民众参与度实现质
的飞跃， 让身处 “严寒” 的冰雪项目
获得来自大众的 “温暖 ”。 未来几年
备战期， 借助冰雪产业去推动人才培
养 、 项目推广 ， 也是一条不错的路
子。

项目扩军只是开端 。 4年挺长 ，
提升各项目水平大有可为 ； 4年其实
也太短， 发展冰雪项目还得 “只争朝
夕”。

“扩军”， 只是开端

“特普会”止损不止痛
谢卓芳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在芬兰总统府举
行数小时闭门会晤后表示，两人首次正式会晤具有“建设性”。

就在会晤前两天，美国对“通俄门”的调查突然迅速发
酵，许多美国官员借机强烈反对特朗普会见普京。特朗普执
着于与普京会晤，一是为今年11月中期选举造势，二是想借
普京之手向北约施压， 以便在军费开支等问题上增加美国
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刚刚胜选连任的普京也希望打开俄
罗斯的对外局面，营造较良好的国际氛围。

但是，一场“特普会”真能挽救已跌至冰点的美俄关系吗？
“特普会”虽在叙利亚等问题就一些枝节性、技术性细节互相
妥协，但并没涉及美俄之间的关键结构性问题，如北约东扩问
题、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等问题。美国舆论、政客对特朗普的
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显示出美国精英对俄罗斯根本不信任，这
种不信任源自冷战时期，却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消失。

此次“特普会”只是对美俄关系的一次“止损”，短期内不太
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仍沉浸在霸权主义
和单边主义的迷思中。 如果美国不放弃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恐怕多少个“特普会”也难改善美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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