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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是正道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
体。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
合作空间。建交近40年来，中美关
系发展的历程证明，合作共赢符合

中美共同利益，合作共赢才能通向
美好未来。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
会长、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认为，保
持接触和平衡是美国对华政策唯一
选择。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核不扩散问题、防治传染病等

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问题上都存在共
同利益。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
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中美
加强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坦诚对话助合作

目前，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安
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
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4个高级
别对话机制。中美拥有广泛合作空
间，两国间坦诚而具有建设性的对
话有助于消除分歧、扩大合作。中
美间加强对话也有益于国际社会。

包道格强调：“一个由对抗或冷
战思维主导的对华政策不符合美国
的长远利益，也不会得到任何其他
国家的支持。”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
塞纳认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
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影响
自身，也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国际
社会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促成中
美通过对话等方式妥善解决各种
问题。

元首会晤受关注

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引世
人瞩目。各方期待两国元首外交对

中美关系发展继续发挥战略引领
作用。

包道格说，特朗普就任以来多
次表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
的个人关系。中美两国元首即将在
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晤，
也表明两国高层希望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巴西 G20 事务协调人罗纳尔
多·科斯塔表示，中美两个世界最大
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健
康发展至关重要，希望中美两国领
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实现
建设性对话。“我们热切希望两国领
导人能通过会面建立起进一步沟通
的桥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在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合作共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新华社记者

核心
提示

自11月初中国与美国领导人通电话并约
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
晤以来，中美双方保持接触，落实通话达成的
重要共识。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合作共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中
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系两国人民福祉，更影响
着世界和平与繁荣。

据新华社南昌 11 月 30 日电
（记者邬慧颖 孙少雄） 乌鲁木齐市
烈士陵园里松柏林立，肃穆安静，彭
仁发烈士墓就位于此处。彭仁发，原
名彭德仁，江西赣州人，出身贫寒。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军中先后担
任战士、警卫员和团、师特派员，先后
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瞩目
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并随红军长征到
达陕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选
送到延安摩托学校进行学习。

1937 年 12 月，彭仁发被党中央
派到新疆学习航空技术。1938 年 3
月，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
机械班学习。在新疆学习期间，彭
仁发以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来
克服文化程度低等困难，不仅在上
课、自习时间学习，就连课外活动时
间也用来学习，晚上睡在被窝里甚
至还打着手电筒看书。节假日，他
和战友们经常到野外学习，一学就

是一天。
靠着努力，彭仁发很快攻下了

《飞行原理》《外场维护》《内场修理》
等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基本掌握了
教学大纲规定的航空知识和技术，
并且理论联系实际，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实际操作技术，门门考试都在4
分以上（满分为5分）。

彭仁发经常和在新疆学习的战
友们相互鼓励，他曾对战友说：“我
们是共产党员，是来学习技术的，一
定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学好技术，
将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

1939 年 11 月，彭仁发以优异成
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之后，他
遵照党组织安排，继续留在新疆边
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实习，并担任机
械师。

1940年2月，在一次飞行训练中，
由于天气冷，飞机发动机发动不了，彭
仁发主动上前去发动，因螺旋桨突然
转动而受重伤，不幸因公殉职。

彭仁发：
勇于为航空事业奋斗一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记者倪元锦） 1919年1月，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作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之一，中
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
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
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
求。4月底，和会在英、美、法等帝国
主义国家操纵下，悍然决定将战前
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
交给日本。对废除二十一条条约，
则借口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完
全予以拒绝。

巴黎和会的消息传至中国后，
全国人民激愤异常，北京青年学生
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卖国运动的
火焰。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
学生 3000 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
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
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
岛”等口号。

学生们涌向东城赵家楼，焚烧
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时在曹宅的
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北洋军
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留在现
场的32名学生，这更激怒了示威的
群众。

在北京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高
压下，学生进一步发动了罢课，并于
6月3日展开了大规模的街头宣传。

北京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
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立即得到了全
国学生的热烈响应，工人和市民也
相继卷入了这个浪潮。上海工人罢
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唐山、长
辛店铁路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南
京、杭州、天津、保定、济南、武汉、长
沙、厦门以及东三省等地的学生工
人和市民都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
全国形成了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

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
京政府终于被迫让步，释放了被捕
的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
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
巴黎和会上签字。

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
端，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
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一场广泛传播
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爱国、进步、科学、民主，是公认的
“五四精神”。同时五四运动的影响远
不止于此。它不仅涵盖对中国思想文
化、政治发展方向、教育制度改革、文
学艺术潮流的影响，也对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产生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如今，近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
五四运动的旗帜仍在中国大地高高
飘扬，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为追求
国家和民族进步而不懈奋斗。

五四运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奋斗精神

据新华社基辅11月29日电
（记者陈俊锋 钟忠）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 11 月 29 日说，希望北约
国家的军舰能进驻黑海-亚速海
区域，以支持本地区安全以及乌
克兰维护领土完整和自由通航权
的努力。

波罗申科当天是在接受德国
媒体采访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
国际社会不应再对俄罗斯一次又
一次地“侵略”乌克兰视而不见，从
克里米亚到乌东部顿巴斯再到亚
速海。他指出，“俄方应尽快释放
我们的军人，归还我们的舰艇，同
时承诺保障黑海-亚速海区域国际
航行自由”。

针对波罗申科上述表态，俄总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月29日表
示，俄方对乌方的表态持“消极”立
场，乌方的表态意在继续激化紧张
局势。但佩斯科夫没有说明，如果
北约决定向刻赤海峡派遣军舰，俄
方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柏林出席德国乌克兰商业论坛记

者会时，呼吁俄乌双方通过对话
解决问题，并回绝了波罗申科关
于北约和德国派遣军舰至黑海
帮 助 乌 克 兰 解 决 争 端 的 请 求 。

“我们要求乌克兰方面保持理智”，
“只有通过理智、通过对话才能解
决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军事解决
方案”。

乌克兰和俄罗斯对两国近日
在黑海-亚速海区域的争端各执一
词。乌海军新闻局11月25日发布
消息，由乌海军两艘炮艇和一艘拖
船组成的船队当天试图通过刻赤
海峡大桥从黑海进入亚速海。俄

一艘舰艇故意撞击乌海军拖船，并
向乌海军一艘炮艇开火，造成6人
受伤，3艘船只及船上官兵被俄方
扣留。

俄外交部11月26日在其网站
发布声明说，乌海军船只 11 月 25
日违反在俄领海内无害通过规则，
对此，俄外交部向乌方提出严正抗
议。声明说，11 月 25 日在刻赤海
峡附近水域发生的事件显然是一
起经过精心策划的挑衅，其目的是
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为他国加紧
对俄制裁制造借口，同时转移乌国
内对其内政问题的关注。

乌克兰呼吁北约军舰
进驻黑海-亚速海区域

据新华社伦敦11月29日电
（记者张代蕾 顾震球） 英国上议
院议员、前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戴
维·威利茨11月29日说，英国期待与
中国在科学研究、技术商业化和教育
等领域实现更多人才交流与合作。

英国将以主宾国身份参与明
年 4 月的第 17 届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其主宾国启动仪式 11 月
29日在伦敦举行。威利茨在仪式
上致辞说，英国早已意识到需要与
其他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共

同发展科学技术，而“中国无疑是
英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

他表示，未来英中两国要继续
推动科技人才的合作，实现更多技
术的商业化应用，他本人尤其希望
看到两国能合资创办科技公司。
此外，他认为加速两国留学生的双
向流动也是促进人才交流合作的
重要内容。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国家外国
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致辞中说，中
英科技和人才交流合作已经进入

“黄金时代”，合作与共赢已成为中
英科技与人才创新发展的主旋
律。目前，每年在华工作的英方专
家已超过4万人次，这一群体已成
为中英创新合作的重要人才基础
和推动力量。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
间科技和人才交流合作，将实行更
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
才政策，为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提
供优质服务，使他们来得了、待得
住、用得好、流得动。

中英人才交流合作进入“黄金时代”

为期两天的叙利亚问题新一
轮会谈11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落下帷幕。参加会谈
的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代表指
出，三国将继续合作以彻底消灭叙
境内恐怖组织。

上图为11月29日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阿斯塔纳拍摄的叙利亚问
题新一轮会谈现场。

左图为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叙
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右二）与
俄罗斯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
连季耶夫（左二）在叙利亚问题新
一轮会谈期间交谈。

新华社发

俄土伊将继续合作打击叙境内恐怖组织

据新华社日内瓦 11月 29日电
（记者刘曲）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
幕在即，世界气象组织11月29日发布
报告称，2018年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
续，海平面上升、海洋升温和酸化、极
端天气等并无弱化迹象，要实现控制
全球升温的既定目标，必须做出前所
未有的改变。

这份 2018 年世界气象组织临时
性《气候状况声明》报告显示，今年全
球平均温度将创下有记录以来第四高
位，而有记录以来20个最热年份都出
现在过去22年，其中最近4年占据了
排行榜前4位。

2018年全球
变暖趋势仍在持续

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领导人 11
月 29 日起陆续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出席G20第十三次峰会，
第一份“收获”是具有这个南美洲国家
特色的礼物，包括羊驼毛围巾和特色
甜点。

G20峰会东道主向与会领导人赠
送本国特色礼物是一项传统。这次峰
会主办国阿根廷的总统府发言人说，
赠送给G20成员领导人的礼物由“第
一夫人”茹利亚娜·阿瓦达亲自挑选。

路透社报道，男性领导人收到阿
根廷西部卡塔马卡省的手工编织羊驼
毛围巾。阿瓦达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
频显示，编织女工用有数百年历史的
传统技法编织围巾。女性领导人获赠

“纪念款”银手镯。
G20成员领导人所获礼物还包括

当地特色的牛奶焦糖夹心巧克力、特
制茶叶、蜡烛和产自阿根廷西部门多
萨地区的葡萄酒。这一地区以马尔贝
克红葡萄酒著称。 据新华社微特稿

G20领导人获赠
阿根廷特色礼物

新华社吉隆坡 11 月 30 日电
（记者林昊）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
兆福11月30日说，马来西亚政府从
未排除重启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航班客机的可能性，前提是出现
新的可信证据，让马方确信可以找
到客机。

陆兆福当天接收了由马航 370
航班客机机上人员家属代表转交
的、在非洲海岸发现的疑似飞机残
骸碎片，表示将由专家对残片进行
鉴别。陆兆福说，政府对重启搜索
持开放态度，如果出现可信的线索，
会考虑重启。

今年 1 月，当时的马来西亚政

府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以
“找不到不给钱”为原则达成协议，
重启搜寻。截至 5 月底，“海洋无
限”对总计 11.2 万平方公里海床完
成了搜索和图像搜集工作，但没有
找到客机。随后“海洋无限”停止搜
寻工作。

2014年3月8日，从马来西亚吉
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 370 航班
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2015年
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该航
班客机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
遇难。马航 370 航班客机安全调查
组今年7月公布调查报告称，目前仍
无法确定客机失事原因。

马来西亚官员说从未排除重启
搜索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可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29日表
示，他决定取消原定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称，由于俄方目前仍扣留乌克兰
船只与人员，他认为最好是取消与
普京原定在阿根廷举行的会晤，他
期待在当前局势得到解决后尽快
与普京再次会晤。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与普京的会晤

新华社大马士革 11月 29日电
（记者郑一晗 汪健） 据叙利亚官方
媒体11月29日报道，叙防空系统当晚
在首都大马士革南郊上空击落多个

“来袭目标”。
当地时间当晚9时40分左右，大

马士革城区居民听到持续爆炸声。叙
国家电视台随后报道说，叙防空系统
在大马士革南郊基斯韦区上空拦截并
击落多个“来袭目标”。来袭目标被全
部摧毁，未实现“其预期目的”。

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消息，以色列当晚对大
马士革南部和西南部农村地区发动了
持续的导弹袭击。

今年以来，以色列多次以打击伊
朗军事设施为由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
施空袭，此次遭袭的基斯韦区曾于 5
月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叙利亚防空系统
击落多个来袭目标

印度尼西亚警方11月30日说，印
尼西部一座监狱113名囚犯前一天晚
上越狱。

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亚齐省首府
班达亚齐的警察局长特里斯诺·里扬
托说，11月29日晚，位于亚齐省的兰
巴罗监狱的720名囚犯离开囚室参加
晚间祷告。其中一些囚犯突然制服一
名安保人员，撞毁通往监狱大厅的门
并冲向接待室，随后用杠铃和棍棒破
坏接待室的铁丝网，冲出监狱，从监狱
前面的稻田四散逃跑。

警方说，遭袭击的安保人员伤势
不重。至少26名出逃囚犯已经落网。
警方在班达亚齐的街头设置路障，搜
捕剩余在逃囚犯。

亚齐省警察总长里奥·塞普蒂安
达·詹巴克要求越狱囚犯三天内自首，
呼吁囚犯家属配合警方抓捕。

据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西部一监狱
113名囚犯越狱

相关 XIANGGUAN

据新华社首尔11月30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和朝鲜 11 月
30 日正式启动对朝鲜境内铁路状况
的联合调查，为下一步启动韩朝铁路
对接工程、帮助推进朝鲜铁路现代化
改造做准备。

当天，一辆有 6 节车厢的列车从
韩国首尔出发，在京畿道坡州市都罗
山站举行欢送仪式后驶向朝方一侧板
门站，从板门站开始改由朝方火车头
牵引。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在欢送
仪式上说，这是按照韩朝首脑达成的
共识，为今年年内南北铁路连接工程
动工做准备。

为铁路对接工程
韩朝启动联合调查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