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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降雨，波涛汹涌。
村名叫渔翁埠，因渔民集聚而得

名。“长征第一渡”于都河的支流——
濂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在南北两岸。

“村头有渡口，是中央红军渡江的
8大主要渡口之一。”讲故事的郭庆发
已71岁，他的爷爷叫郭正堂，是85年
前渔翁埠渡口的船工。1934年10月，
渡口和爷爷的渡船迎来一群特殊的

“客人”，中央红军红九军团从这里渡
江开始长征。

“江面宽 90 多米，来回一趟要半
个多小时。”郭庆发也在渡口做过十多
年船工，送乡亲过江赶集、送学生上

学。2005年，随着渡口建起渔翁埠大
桥，渡船逐渐消失，渡口出发的故事，
却代代相传。

口口相传的讲述犹如一支画笔，
共同勾勒出当年渡河的剪影：伤病员
乘船渡江，大部队从渡口下游两三百
米处涉水而渡，渡江后战士们就在屋
檐下休整，老乡怎么劝说也不进屋。

“一些伤势较重的战士，被乡亲们
接走。”81 岁的黄大荣讲述的是奶奶
陈招娣的故事。

距离渡口不远，85年前的田东村
黄屋自然村祠堂里，陈招娣带着乡亲
们一起给负伤的红军战士上药送饭，

照料他们起居。1935年初，在敌军来
到村庄前夕，又把战士们秘密转移到
附近山洞，每隔两三天，冒着被杀头的
风险进山照料。

渡口出发的故事，还经党史研究
人员代代相传。

“……搭了浮桥，这一工作由我负
责，我有一个大儿子在红三军团，他是
在1934年重阳节第二天渡过于都河的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
长张小平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和长
征相关的书籍，父亲张德美手写的30
多本笔记，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红
色硬质、蓝色软皮，有的直接是稿纸。

上世纪60年代，在于都县委办做
秘书的张德美被抽调筹办革命历史纪
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
身），被那段历史深深吸引的他，从此
一头扎进和长征出发有关的走访和记
录之中。从将军到苏区老干部，从于

都乡野到西北边陲，此后近 20 年间，
张德美走了大半个中国，访问了 200
多个和长征有关的亲历者。

“要想红旗飘万代，关键教育下一
代。”子承父业的张小平守着“长征第
一渡”已 30 余载，如今的他主动向年
轻人靠拢，纪念馆内秉承“红军脚穿草
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迎来一个
新中国”的理念，用草鞋组成一幅中国
地图，已成为寻访源头的游客必拍的

“网红”打卡标记。
于都河流淌千年，岁月冲刷，曾经

的亲历者一个个离去，正是这代代相
传的讲述，拼出85年前那场伟大转移
的出发图景，记录下铭刻在历史亲历
者记忆深处的出发和离别，成为人们
不忘初心，探寻源头，缅怀曾经苦难与
荣光的印记。

记者 高皓亮 邬慧颖 刘羽佳
新华社南昌6月13日电

消失的渡船 不变的渡口

记者再走长征路

伟大范例

迪皮波在12日的发布会上说，中
国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合
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使用中
国空间站的机会，是联合国“全球共享
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

“伟大范例”。
中国空间站将在 2022 年前后完

成建造。去年 5 月，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
室联合发布合作机会公告，邀请世界
各国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
外搭载实验等合作。双方还共同成立
项目评估选拔委员会及国际评审专家
组，制订选拔工作计划和标准，主要围
绕项目科学意义与工程可实现性进行
评估。委员会经过两轮审议，最终确
定了第一批9个项目。

12日宣布的这些项目来自17个国
家的23个机构，涵盖空间天文、空间生
命科学、生物技术、航天医学、空间物
理、应用新技术等诸多前沿科学领域。

“这史无前例，令人激动，将给很
多没有机会进入太空的国家提供机
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前会长、莱斯
特大学空间与地球观测研究所所长马
丁·巴斯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
访时如此评论。

比国际空间站更国际

巴斯托说，现在的国际空间站上
虽然也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
但这些实验机会通常只限于其合作伙
伴，“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化程度虽然很
高，但存在局限”。

他认为，中国为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提供使用中国空间站的机会，在促
进太空探索与合作方面释放了非常积
极的信号。他特别提到太空合作可以
提供一种“软”外交影响力，自冷战以
来帮助改善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空间站还将继续开放。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绍，下
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在支
持入选团队实施项目的同时，与联合国
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紧密合作，进一步
完善并发布第二轮合作机会公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群说，中
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生动诠释了多边主
义，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并始终致力

于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构建外空命运
共同体的鲜活写照。

有益于全人类

美国资深太空记者、新书《月球
热：新太空竞赛》的作者莱昂纳德·戴
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中
国在太空中建设新立足点的努力鼓掌
欢呼，在中国空间站可以开展多种有
益于全人类的科学实验。”

他说，在外太空居住和生活极具
挑战性，中国在航天方面的能力日益
增强，有助于提高人类在近地轨道上
活动的安全性，还有助于对月球、火星
甚至更遥远太空的探索。

英国萨里大学工程和物理科学学
院 副 院 长 、萨 里 空 间（卫 星）中 心
STAR实验室负责人高扬教授说：“身
为太空科技工作者，我认为国际太空
学界将会欢迎在空间站这类复杂项目
上开展对话与合作，并将从中受益。”

记者 王子辰 赵菲菲
新华社维也纳6月12日电

中国开放空间站是“伟大范例”
17个国家的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

核心
提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
办公室12日在维也纳联合宣布，17个国家的9个项目
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国际社会专
家对此纷纷点赞，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主任西

莫内塔·迪皮波说，中国开放空间站是一个“伟大范例”。

6月12日，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街头参加鲜花大游行，庆祝“俄罗斯日”。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这一天后来被

认定为俄罗斯国庆日，2002年后又称作“俄罗斯日”。 新华社发

6月13日，在英国伦敦，英国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右二）抵达
议会大厦。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的首轮投票于13日举行，共有10人参与
角逐。 新华社发

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开启投票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
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美国有
识之士都呼吁美国现政府客观看待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希望美国现政
府认真倾听这些理性务实的声音，
从中美关系 40 年的发展中汲取有
益经验。

据报道，美国乔治·布什美中
关系基金会 12 日向美国前总统吉
米·卡特颁发首个美中关系卓越领
袖奖，以表彰他对两国关系发展作
出的贡献。

耿爽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说，40年前，中美领导人

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非凡
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作出中美
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掀开了中美关
系新的一页。卡特先生作为当年中
美建交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在就任
总统期间和卸任后一直致力于推动
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耿爽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
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不仅给两
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促进了世
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40年的
风雨历程证明，中美这两个历史文
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
大国完全可以在不冲突、不对抗基础
上，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他表示，中方注意到，一段时间
以来，包括卡特先生在内的很多美
国有识之士都呼吁美国现政府客观
看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美中
合作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希望美国现政府认真倾听这
些理性务实的声音，从中美关系 40
年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不要让
两国之间的差异阻碍双方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耿爽说，希望美方能够
同中方一道，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
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不断增进两
国和世界人民福祉。

外交部希望美国现政府
从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

圣彼得堡鲜花游行庆祝“俄罗斯日”

据新华社美国亚特兰大6月12
日电（记者刘阳 胡友松）美国乔治·布
什美中关系基金会 12 日向美国前总
统吉米·卡特颁发首个美中关系卓越
领袖奖，以表彰他对两国关系发展作
出的贡献。

颁奖仪式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
心举行。由于卡特还处于手术恢复
期，由卡特家人代其领奖。乔治·布什
之子尼尔·布什代表基金会表示：“卡
特总统在促成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上采取了大胆而有政治勇气的行动。
建交决定不仅改变了美中关系，而且
也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好。”

美前总统卡特获颁
美中关系卓越领袖奖

据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3 日电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 13 日公布俄
总统普京日前接受采访的视频，他表
示，俄美关系“正在退步，变得越来越
差”。他说，过去几年里本届美国政
府作出了数十项有关制裁俄罗斯的
决定。

普京强调，任何破坏长期以来形
成的现有国际经济关系构架的行为，
都将对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各方造成
损失。他同时表示，相信“理智最终会
占据上风”，希望俄罗斯与包括美国在
内的所有伙伴国家能够在本月底举行
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就全球经济
问题作出建设性决定，为经济合作创
造必要的稳定条件。

普京说俄美关系
“正变得越来越差”

据新华社新德里 6 月 13 日电
（记者胡晓明）印度总理莫迪13日表
示，印度高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在促
进地区多边、政治、安全、经济、人文交
流方面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莫迪是在离开新德里赴吉尔吉斯
斯坦比什凯克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会议前发表上述声明的。他
说，印度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将讨
论全球安全形势、多边经济合作、民间
交流以及具有国际和地区重要性的议
题。莫迪表示，自两年前成为上合组
织正式成员以来，印度积极参与了各
种上合组织对话机制。

莫迪表示印度
重视上合组织作用

新华社奥斯陆 6月 12日电
（记者梁有昶 张淑惠） 正在挪威
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12 日表
示，希望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
底访问韩国之前实现韩朝领导人
再次会晤。

文在寅当天在奥斯陆大学参
加“奥斯陆论坛”活动并发表演
讲。他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说，他
愿随时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举行会晤，具体时机可由朝

方决定，如果可能，希望能在特朗
普本月底访问韩国之前。

文在寅同时呼吁金正恩和特
朗普早日再次会晤，以维持双方的
对话势头。

2018 年 4 月 27 日，文在寅和
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并签署《板门
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
力。同年9月19日，两人在平壤签
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

文在寅希望月内再晤金正恩

6月12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穆罕默德在记者会上握手。

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在柏林会见了到访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
罕默德，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新华社发

德国和阿联酋将加强反恐合作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13日电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 13 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当天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不接受安倍转达的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口信。

在会见过程中，哈梅内伊多次
对安倍明确表示，不值得为特朗普
传递任何信息。伊朗对美国没有
任何信任，伊朗也不想重复此前在

伊核协议框架下与美国进行的谈
判，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

不过，安倍还是转述了特朗普
的话：“美国并不谋求伊朗的政权
更迭。”哈梅内伊回应道，伊美之间
的矛盾不在于政权更迭，因为美国
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过去
40 年，有许多位美国总统都想摧
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但均以失败
告终。”

哈梅内伊不接受
安倍晋三转达的特朗普口信

据新华社多哈6月13日电（记
者杨元勇）两艘油轮13日在阿曼海
遭遇袭击发生爆炸，船上燃起大火。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
两艘遇袭油轮上的数十名船员已安
全撤离。爆炸发生时，美国第五舰
队舰只正在附近，为船员撤离提供
了帮助。也有报道说，有伊朗船只
参与了营救。

伊朗媒体报道说，两艘载满原
油的油轮分别悬挂马绍尔群岛和
巴拿马国旗，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驶出，巴基斯坦和阿曼的
港口接到了油轮的求救信号。

上月，4艘油轮在阿联酋附近
水域遭到攻击。卡塔尔半岛电视
台报道说，阿联酋会同沙特、挪威
就此事向联合国呈交了文件。

两艘油轮在阿曼海遇袭

6月12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韦拉沃尔，渔民将船转移到安全地带。
印度内政部12日表示，鉴于热带气旋“瓦尤”可能在24小时内登陆，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已启动大规模撤离计划，计划把约30万人撤离至安
全地带。 新华社发

印度疏散30万人躲避热带气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