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１7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元首第五次会晤
� � � �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4日在比什凯克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举行中俄
蒙三国元首第五次会晤。三国元首总结三
方合作成果，共商全面推进合作大计。

习近平强调，中俄蒙三国毗邻而居，
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 守望相助的好伙
伴， 开展三方合作具备先天地缘优势和
深厚传统积淀。去年6月我们在青岛举行
三国元首第四次会晤以来， 三方密切沟
通协作，三方合作逐步深入发展。

习近平指出， 今年中方将分别同俄

蒙两方庆祝建交70周年，中俄蒙三方合
作将迎来新的机遇。 在当前国际上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背景下，三方要坚定
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围
绕三国发展战略对接这条主线， 推进各
领域全面合作， 共同释放三国维护多边
主义、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就推进三方合作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从战略上引领好三方合作。要深
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
和配合。二是以重点合作带动三方合作。

三方要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内合作
项目落地实施，促进三方通关便利化，推
动重点口岸升级改造， 深入开展地方合
作。 三是扩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协
调和配合。 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 促进各国发展繁荣方面的作用
更加突出。 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强同上
合组织合作。希望蒙方发挥自身优势，深
度参与上合组织合作， 更多分享地区合
作机遇，更有效推动中俄蒙三方合作。

普京表示，俄方致力于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俄中蒙三方关系，

愿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蒙古国“草原之路” 规划的对接合
作。三方要加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扩大
共同贸易，加强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

巴特图勒嘎表示，深化同中国、俄罗
斯友好合作关系是蒙古国坚定不移的方
针。蒙方致力于在《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
中期路线图》 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框
架内推进三方合作。 三方要建立起有关
机制性安排， 加快跨越三国的国际公路
网建设，促进三国间通关便利，加强能源
合作，探讨区域电力网络建设。

� � � �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比什凯克会见伊
朗总统鲁哈尼。

习近平指出，去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期间，我同总统先生就中伊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伊关系。无论国际和地区形
势如何变化，中方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
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伊双方要加强战略沟
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要加强协调对接，稳妥开展务实合作。要加
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共同
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三股势力”。中
方支持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愿同伊
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
架内的协调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和多边主义，维护包括中伊在内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鲁哈尼表示， 伊方高度重视并致力
于全方位发展对华关系， 愿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挖掘双方在广泛领域的
合作潜力。 伊方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错误行径，积
极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
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比什凯克会见巴
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习近平指出，过去8个月里，我和总
理先生3次会见。这充分体现了中巴全天
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在复杂
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 中国和巴基斯坦
要开展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 打造更加
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维护好、巩固好、
发展好中巴全天候关系和全方位合作。双
方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
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要以产业园区、
农业和社会民生等为新重点，拓展、充实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要抓住中巴自由贸易协
定升级契机，大力拓展双边贸易。中方愿向
巴基斯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支持
巴基斯坦将国家反恐行动计划进行到底，
愿帮助巴方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中方支持
巴基斯坦和印度改善关系。

伊姆兰·汗表示，中国是巴基斯坦全
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巴方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高度评价
中国为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发挥的
积极作用， 致力于不断深化同中国的战
略关系。

据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比什凯克会见白
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习近平指出，在不到两个月里，我同
总统先生两次会晤， 充分体现了两国关
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中白相互信任、合
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 双方要继续合力搞好共建“一带一
路”同白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接，
继续为中白工业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实施好重大项目，扩大人文交流互鉴，推
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卢卡申科表示， 白中是全面战略伙
伴，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相
互支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白俄罗斯
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取得
的辉煌成就，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愿同中方密切在经贸、产能、科技、人文
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好中白工业园。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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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江西省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曾有一
座用门板、床板以及血肉之躯铸就的渡桥横
跨绵江，叫武阳桥，被誉为“长征第一桥”。

12日，新华社记者在绵绵阴雨中探
访了武阳桥旧址。

“一送红军下南山， 秋风细雨缠绵
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树梧桐叶落完，
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村民们一
曲哀婉动人的《十送红军》，在岸边久久
回荡，让人眼前浮现出80多年前乡亲们
桥头送别红军的感人场面。

“乡亲们拿着鸡蛋、花生、草鞋、布
鞋，父送子、妻送夫的场面，太感人了。”
现年70岁的邹连庆老人，自幼就听家里
人和周围乡亲讲述红军故事。

“桥原为木板桥，由13个桥墩、20余

块木板构架成， 是连接武阳村绵江两岸
的交通要道。”瑞金市武阳镇党委书记曾
康华介绍，桥上没有护栏，行人走上去摇
摇晃晃。1988年， 瑞金人民把木桥改建
为混凝土双曲拱桥，距原址约100米。

这座桥，是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1934年9月， 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

略大转移， 正在福建闽西战斗的红九军
团为首批出发部队。10月8日，部队抵达
武阳村绵江时， 发现只有一座简易的小
木桥，无法满足一万多人过桥所需。为迅
速转移撤出，需要拓宽加固桥面。

当地干部曾光林、 邹光林等人得知
情况后，分头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乡
亲踊跃捐献床板、木凳、布包、油桶等物
品，准备搭桥帮助红军过河。

提及当年乡亲们热情支援红军的场
景， 邹连庆说：“有户人家甚至把新打好
的婚床也捐出来。”

原来，河岸边上有一户邹姓人家，儿
子刚准备娶媳妇， 按客家风俗新打好了
一张婚床，搬进家里没几天，听说红军急
需木板，二话不说就把床捐了出来。

红军战士怕破坏了新婚的喜庆 ,就
婉拒了邹姓人家的好意。“红军是工人农
民的卫队，这句话刷在了村子的墙上，也
记在了我们心里。婚床的木料虽然不多，
但你们一定要收下。” 邹姓人家的话，既
感动了红军，也感动了在场的乡亲们。据
《瑞金县志》记载，当时全县集中新谷5万担，
草鞋2万双，被毯3000条，菜干2万多斤送给
红军，组织群众为红军运输谷子17万担。

架桥物资很快备齐。夜幕降临，周边的
青壮小伙们陆续赶来， 他们一边打着木桩，
一边低声喊着号子：“心里不要慌，眼睛看木
桩。搭好红军桥，一起上前方”。很快，一座木
板桥搭起了，桥洞上面铺满了木板。

部队开始渡河， 小伙子们分成十几
个组，每组两个人，扛起木板，用身体支
撑桥墩，以保证桥面更稳固。

乡亲们有的做好饭菜， 让红军战士
吃饱了再行军；有的拿出油灯，照亮桥面
和河边小路，灯油烧完了，就拿出自家过
年才能吃上的菜油。

“红九军团从武阳渡河时，约有700
名武阳儿女参加红军。” 曾康华介绍，在
湘江战役中，这些人大多牺牲了。

……
历史从不偏爱哪一支军队，谁能走进老

百姓的心里，谁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持。战争也不眷顾任何一方，谁能军民一
心、同仇敌忾，谁就会有“压倒一切敌人、克
服一切困难”的底气，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
利。 （据新华社南昌6月14日电）

———记者再走长征路

探访瑞金“长征第一桥”
——— 一个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法
国女足世界杯B组一场小组赛在中国与南非两队间展开， 凭借
李影的一粒宝贵进球， 中国姑娘以1比0击败对手， 获得本届世
界杯首场胜利。

此前小组赛首轮，面对夺冠大热门德国队，中国姑娘几度
错失良机， 最终以0比1败北。 本轮面对组内实力稍逊的南非
队，中国姑娘必须力争“3分”，并尽量扩大净胜球优势。

中国队在开场阶段气势强盛，但此后失误频率有所上升，
无法有效掌控节奏， 迟迟打不开局面。 中国姑娘不断寻找机
会，可总是差点“力道”，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姑娘们已有了3
次射门，可惜均未击中目标。

与对手的周旋僵持不下， 中国队终于在上半场尾声迎来
转机。 第40分钟， 张睿过顶传球， 李影高难度倒地垫射， 流
畅接应之下， 南非队大门终于被轰开。 中国队以1比0领先。
仅仅2分钟后， 中国队获得右侧角球机会， 王珊珊头球攻门，
可惜此球未能完全越过门线， 中国队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

下半场比赛稍显沉闷。虽然屡次“没收”了南非队的机会，
但中国姑娘也未再有进一步突破，最终以1比0结束比赛，取得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球队首胜。

B组两轮战罢，目前德国队以不败战绩提前出线，中国与
西班牙则均以1胜1负战绩手握3分。末轮较量，中国姑娘若能
战胜西班牙队则铁定出线。如何从劲旅手中“抢分”，从而获得
晋级主动权，姑娘们要加油了。

“中国玫瑰”取首胜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1比0小胜南非

� � � � 据新华社杜尚别6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乘专机
抵达杜尚别， 开始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
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晚6时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杜尚别国际机
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受到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热情迎接。塔
吉克斯坦女青年向习近平献花。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在筹办亚信峰会
的繁忙之中专程来机场迎接。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时
隔5年，再度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一如既往感受到
塔吉克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
是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建交27年来，
中塔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7年，我和拉赫蒙总统共
同决定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
新阶段。我这次访问旨在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我期
待同我的老朋友拉赫蒙总统深入交流， 共同规划中塔关系发
展美好蓝图。中方愿同塔方携手努力，推动中塔关系和两国各
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杜尚别峰会对亚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方
将共商亚信未来发展大计，确定合作重点方向。相信在各方努
力下，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亚信未来发展注入新活力。

拉赫蒙愉快地回忆起习近平5年前来塔吉克斯坦访问的
情景， 代表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对塔吉克
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信峰会，预祝访问圆满成功，推动
两国关系更好更快发展。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后抵达杜尚别的。离
开比什凯克时，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布尔加济耶夫等到机场
送行。

习近平抵达杜尚别
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开始出席亚信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