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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封路通告
盖州市东升路延伸段道路工

程中 K0+777 小桥位于东升路与

饶盖线 K1841+450 交叉处，由于

该桥施工需要全幅封闭饶盖线

K1840 + 600- K1841 + 500 路 段 。

封闭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8 日。封闭期间请

过往车辆绕行黑大线、徐尚线。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局公路总站

盖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5月16日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17日电
（记者于涛） 70年来，革命英烈伊
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维护祖国统
一、捍卫民族团结的英雄事迹在新
疆传颂，他的革命精神鼓舞各族群
众团结奋斗、建设伟大祖国。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
尔克孜族，出生于1902年，新疆乌
恰人。1925 年替父从军，加入边
卡队，担负起守卫祖国边防的任
务，1928 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归
国后，他一度出任新疆地方部队团
长、旅长，投身于平定民族分裂分
子策动的武装叛乱的战斗，为确保
南疆地区安定、维护祖国统一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期间一再强
调部队的纪律：“不能做不利于人
民的事；不准抢劫人民财产；不准
侵犯人民利益；不准欺压老百姓。”

1944年11月，伊斯哈克伯克·
穆努诺夫任新疆三区民族军第一
骑兵旅旅长、“临时政府”委员、三
区民族军总指挥等职。他高度重
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和
民族歧视，亲自收养汉族孤儿，为
创建与壮大新疆三区民族军以及
推动新疆三区武装斗争的胜利做

了不懈努力。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

政府成立，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
夫任省联合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副
司令，致力于贯彻落实十一项《和
平条款》。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
后，他指挥平定发生在新疆三区境
内的乌斯满·斯拉木、哈力伯克·热
英别克·霍加别克武装叛乱，不仅
巩固和保卫了新疆三区根据地，而
且牵制了近10万国民党军队不敢
离疆入关打内战，有力地配合了人
民解放战争特别是西北解放战争
的顺利进行。

1948年8月，伊斯哈克伯克·穆
努诺夫当选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
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他对
新疆三区干部群众特别是民族军将
士不断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
结的教育，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主张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年8月23日，应毛泽东主
席邀请，他从伊宁取道苏联赴北平
（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
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
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47岁。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
英烈功业世代传颂

（上接第一版）只有既用好经济科
技力量，也用好文化文明力量，加
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
文基础，才能应对共同挑战、迈向
美好未来。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这4点主张，正是为促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贡献的中国方案。我们
应当深刻认识到：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只
有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
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
异性的认知，才能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和谐共生。每一种文明都
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
只有既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又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才能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文
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
落，只有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
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
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才能促
进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
吸纳时代精华，只有用创新增添文
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
活水，才能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
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是倡
议者，更是行动者。这些年来，中
国同各国一道，在教育、文化、体
育、卫生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
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在主旨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愿
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
撑；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
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
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
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
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
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中国
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
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
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推进这些
积极务实的行动，对于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必
将起到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按照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推进不
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
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
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就
一定能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推动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坚持四点主张是夯实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5月17日，在河北香河农家博物馆，学生体验农村打水用的辘轳。
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河北香河县城内第二

小学组织学生到香河农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农村生活情景，体验传统农
家文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河北香河：
农家博物馆体验农家文化

据新华社上海5月 17日电
（记者周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17 日介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即日起接受配套活动报名，
明确政策解读、对接签约、新品展
示、研究发布等活动总量占比将不
低于 80%，还将设立统一发布区，
鼓励参展企业利用进口博览会平
台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作为进口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配套活动因其高规格、高水准、

高质量而备受关注。第二届进口博
览会配套活动将与虹桥国际经济论
坛相协调，主要包括政策解读类、对
接签约类、新品展示类、研究发布类
及其他类别等五大类别活动。

进口博览局介绍，组织举办配
套活动，有利于解读政策、促进合作，
服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目标定位；
有利于对接供需、促进交流，提升展
会成效；有利于丰富展会功能、提升
展会价值，促进展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届进博会
为新品首发、供需对接“搭平台”

“进屋坐，来吃枇杷。”
谷雨过后，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

族乡沙洲村山上的枇杷熟了。许多村
民在门前、路边摆上新鲜的果子，热情
地招呼天南海北的客人。这个湘南小
山村的人们，如今过上了让人羡慕的
好日子。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
村，时年 30 多岁的村妇徐解秀，把在
家门口外露宿的 3 名女战士请进屋
里，同住了几天。分别时，女红军看到
徐解秀家床上的烂棉絮，就要把被子
送给她，徐解秀执意不肯。一名女红
军拿来剪刀，剪下半条，塞给她，跟她
说：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她，送她一
条新被子。

艰难中，这支队伍毅然为徐解秀
家留下了半条被子，今天，正在进行的
脱贫攻坚，又为沙洲村百姓创造美好
新生活。

追寻初心
“半条被子”传承永恒精神

81岁的朱中雄每天坚守祖宅——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义务讲
解“半条被子”的故事。

尽管行走不便，他还是会时常抬
出木梯，爬上阁楼，向游客展示母亲徐
解秀当年藏被子的暗格。

“这么多游客来村里，我要把妈
妈的故事讲好，让大家有收获。”朱
中雄说。他总要重复的话，是母亲
经常嘱咐他们的：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要听党
话，跟党走。

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许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前来追寻
初心，也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探寻

“半条被子”背后的精神力量。去年，
沙洲村接待游客达26万人次。

湘煤周源山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汤
光华说，希望通过在沙洲村进行的红
色教育，提醒党员不忘初心，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

江西省赣州市退休党员陈志坚，
带着 83 岁的父亲和刚上小学的孙女
来到沙洲村，一室一物都看得仔细。
他感慨道：“不论教育党员不忘为民初
心，还是教育小孩懂得感恩，‘半条被
子’的故事都是最好的教材。”

践行使命
干群协力脱贫攻坚

沙洲村后山，枇杷、柰李、水晶梨
等果树漫山遍野。正值枇杷成熟季
节，贫困户朱利志召集村民直接在果
园装箱，发往广东、浙江等地。虽然

忙，朱利志却满脸笑容：“今年两亩枇
杷，赚了6000多元。”

枇杷种植是全县的扶贫项目。
2001年，汝城县鼓励发展枇杷种植，沙
洲村引进6000多株。现在，枇杷已经
成为全村收益最好的农业项目之一。

朱利志属因病致贫户，母亲和
妻子都有病。现在除了种水果，他
还开了商店，并在村里当护林员，去
年全家收入 6 万多元。他说：“没有
脱贫攻坚，就没有沙洲今天这么好
的生活。”

2017年，沙洲村建起光伏扶贫电
站，去年为全村7户深度贫困户发放2
万余元。

来沙洲的游客多了，村“两委”征
得村民同意，整合扶贫资金，建起了
扶贫旅游农庄。每年租金收益 14.5
万元，其中，5 万余元用于帮扶贫困
户，2 万余元作为全体村民医疗保险
补贴。

今年 76 岁的村民朱求养，独居，
多病，没有劳动能力，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现在，包括养老金、低保金、光伏
电站和旅游农庄帮扶资金在内，老人
一年收入超过8000元。

截至2018年底，沙洲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2000多元，贫困户30户
93人全部脱贫。

一诺千金
创造美好新生活

朱中雄记得，母亲对 3 名红军女
战士念念不忘，生前时常在村口张望。

“共产党人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
半条留给老百姓的精神，需要我们始

终践行；当年女红军作出的承诺，需
要我们积极兑现。”汝城县委书记黄
四平说。

过去，沙洲村民用的是山垄水，走
的是黄泥路，住的是烂泥房。2017
年，沙洲村着手建设红色旅游景区，铺
设管网、栽种花草树木、安装路灯、修
缮民居、新建道路……短短时间内，村
子面貌焕然一新。

建档立卡贫困户朱海忠，原来住
的平房只有 30 多平方米。“过年时儿
女都不敢回家”。2018年2月，他搬进
集中联建的三层小洋楼，现在已有富
余房间开办民宿。

25 岁的朱世伟，在广东工作多
年。景区建设之初，朱世伟回到沙洲
村“迷了路”。家乡巨变，让他惊喜。
他辞去外边的工作，回村办起了第一
家烧烤夜宵店。

为确保村民端稳“旅游饭”，汝城
县在沙洲村组织了旅游从业、厨师技
能、水果栽培等培训。

村民朱小勇曾任沙洲村党支部书
记，他憧憬村子的美好未来，13 年前
编写了《沙洲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可
行性报告》，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都在其中。

翻看着这份手写的报告，朱小勇
无比感慨：“没想到，梦想这么快就实
现了。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
感谢徐解秀老人与3名女红军的不解
之缘。”

“解放后，妈妈常讲，听党话、跟党
走，肯定有好日子过。现在的日子，是
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朱中雄说。

记者 谭 畅
新华社长沙5月17日电

当年留下“半条被子”今天再创好日子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蹲点见闻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一论调
被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拿来大做文
章，有关人士大放厥词，你方唱罢我登
场。其实，这个论调并不新鲜，是美国
一些人为了打压中国发展制造的老掉
牙的论调。去年3月美方公布的所谓

“301 调查报告”，就蛮横地给中方企
业扣上了“强制转让技术”的帽子。长
期以来，美方一些人喋喋不休指责中
方企业，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真的是这样吗？事实给出的答案
是否定的！

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世界是个
大市场，投资也好，贸易也罢，都是
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一贯精于算
账的美国商人从来不会吃亏的，赔
本的买卖他们是不会做的。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开放市场，很多外企包
括美国企业看到了机遇，纷纷来到
中国投资兴业。他们同中国企业的
合作都是自愿的，都是为了追求利
益最大化。美国公司在美国呆着，
美国企业的技术锁在美国的办公室
里，谁能强制他们到中国来？谁能
强制他们同中国企业合作？科学技
术成果，说到底是在人的大脑之中，
就是用外科手术打开大脑也无法强

制得到。如果双方能在技术上合
作，必然是自愿的、自主的。在科学
技术面前任何强制都是无效的，何
来“强制转让技术”之说？！

这种论调不符合中国利用外资的
基本事实。美方关于“强制转让技
术”的论调，可谓凭空捏造。重复一
千遍的谎言终究还是谎言。中国关
于中外企业合作的规定中，没有哪一
条是强制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
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不管是
技术合作还是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
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世
界上就有这么一些人，同人家合作得
了利了，还要倒打一耙，得了便宜还
卖乖！中方一直请美方举证，哪家美
国企业被要求“强制转让技术”了，中
方一定严肃查处，至今美方也未举出
一例。但是，美国一些人是不屑于看
事实的，仍然闭塞眼睛在那里自说自
话。即使不久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举行的关税听证会上，在中国设立
合资、独资企业的多家美国公司也公
开表示，并未被要求将任何技术转让
给中国企业，也未被强迫将知识产权
或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

进一步讲，美国企业自主技术转

让谁受益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
明，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因新技术的应
用而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
因此，很多跨国公司都是一边开发新
技术，一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部分技
术，在延长旧技术获利时间的同时，为
新技术研发腾出空间和要素。多年
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合作获得
巨额回报，且不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
和服务业每年赢利钵满盆满，据美国
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2016年中
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达
79.6亿美元。

或许，真正刺痛一些美国人脆弱
神经的，是中国与时俱增的技术研发
能力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成果。中
国的航天工程、北斗计划、深海探测、
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5G网络等走
在了世界前列，引起了举世赞叹。美
国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当惯了，容不
得别人超过美国。一些美国人就坐不
住了，拿出了一种类似强盗的逻辑：我
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的”怎么
变成“我的”，那就是“你的”是从“我
的”强制转让过来的。这些人在梦呓
中完成了推理，醒过来后就以为这就
是事实了，还大言不惭地宣扬，真是不

知羞耻为何物了！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从 2000 年以来，中国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就以年均近 20%的
速度增长，到 2017 年，这项投入仅次
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正如美国前
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
斯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
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
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
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
育制度。”中国的科技进步是靠千千
万万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的人民实现
的！对这个事实，美国一些人偏偏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并不是视力、
听力有问题，而是脑子和心态有问
题，结果得出一种世人都认为是脑残
式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沉迷于其中不
能自拔！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技术应该造
福全人类。各国既要立足自身发展充
分发掘科技创新潜力，也要敞开大门，
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科技创新
惠及更多人。这是利在人类、功在世
界的大事业！

人民日报5月18日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欲加之罪，何患无罪
——“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可以休矣

钟 声

福建柘荣布袋戏：一个人一台戏

5 月 15 日，郑运德在柘荣县
仙屿公园用双手五指操纵表演
木偶。

柘荣布袋戏的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郑运德 17 岁开始跟哥哥
学习布袋戏，已为群众表演了50
多年。

一张普通的桌子用帷布围
住便成为“戏台”，郑运德既当导
演又当演员，表演时他在戏台里
面手、脚、口、身并用，独自吹拉
弹唱，用双手的五指操纵木偶，
一个人演绎传统戏曲中多种艺
术形象。

柘荣布袋戏又称大拇指戏，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福建传统微剧
种之一，2008年被列入福建省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郑
运德说，柘荣布袋戏是柘荣的文
化瑰宝，如今坚守着这门老艺术
的表演者寥寥无几，希望能有更
多的年轻人来学习传承。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