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海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

2016年8月8日 星期一 丙申年七月初六

今日12版 第9787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16年8月8日 星期一 丙申年七月初六

今日12版 第9787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海
客
新
闻
客
户
端

海
客
新
闻
客
户
端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闭幕 7 个月之
际，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
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会
议召开。

这次会议规格高、成
果丰、举措实、思路清，

为中非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展现
了中非合作发展的勃勃生机，让世界听到
了中非务实合作的铿锵步伐。

这是一次重信守诺、高效务实的会
议，彰显了中国的诚信度，取得了比预期
更多更好的成果。

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开启了中非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
在峰会上阐述了中国对非政策新思想新理
念，宣布了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十大
合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如何，需要进行一
次阶段性检阅。这次会议传来好消息：自
约堡峰会结束以来，中非已签署各类合作
协议243项，涉及金额约507亿美元，其中
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逾 460
亿美元，占协议总额的 91%。中非双方通
力协作，“十大合作计划”落实成果显著，
实现了开门红。

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和非洲是真诚朋
友，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必将更好地惠及
中非24亿人民。

目前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中非双方推
动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中国能否兑现承
诺，稳步有序推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患难见真情”。中国
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与非洲携手努力，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成果，体现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担
当和大国风范，受到非洲和国际社会的普
遍赞誉。目前已有30多个非洲国家成立了
落实峰会成果内部协调机制。南非峰会成
果落实协调人苏克拉尔指出：“当前世界经
济形势低迷，为发展寻求融资越来越难。
但是中国愿意走向前台，帮助非洲发展。
这是非洲的幸事。”

这次会议证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正
在推动中非关系健康快速发展，中非双方
将更好更快地落实峰会成果。

中非合作论坛适应中非关系发展应运
而生，这一创举让中非关系走上机制化的
发展轨道，从而保证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逐步深入、全面推进。这次会议就
是论坛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不但共
同梳理总结峰会成果的落实进展，也为下

阶段落实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规划了路径。比如，这次会议发表的联
合声明强调，中非秉持五大合作理念，
其中包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确保中非
合作不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
为代价。同时表明，中非将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理念，欢迎国际社会共同
为实现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60 周年。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非致力于团
结、合作、共赢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对
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支持坚定不移。”在
致这次会议的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这两个“坚定不移”，是对推动中非关系的
庄严承诺，预示着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美好明天。

（本文为非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社副总编辑）

中非合作再迈铿锵步伐
■ 李新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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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想过这一天会到来！他是
个英雄，他是个英雄！”

日前，83岁的美国老太太玛丽·泰
勒·普蕾维特 （Mary Taylor Previte），
专程来到中国贵阳感谢王成汉。71 年
前，王成汉与其他 6 位美国人组成

“鸭子行动组”，参与“潍县集中营”
的救援行动，将玛丽和其他约 1500名
外侨从日军设立在山东的潍县集中营
解救了出来。

8月3日，笔者前往贵阳采访王成
汉老人，从他口中了解到救援时的场
景，以及这次时隔 71年的重逢和那个
跨越太平洋的拥抱。

有生之年再见恩人

虽然已是 91岁高龄，但王成汉老
人依然精神矍铄，聊起几天前跨越太
平洋的拥抱，老人历历在目：

“7月 27日下午 3时 30分，玛丽和
她的亲人刚刚抵达贵阳。她一下飞机
都没顾得上到酒店放行李，就来我这
儿了。”王成汉说。

“那天一听电话里说她快到了，我
挂了电话就马上下楼。不久，我面前
走来一位身穿红色上衣、脖子上挂着
白色珍珠项链的女士。”据老人回忆，
他们对视几秒后，便很快认出了对
方，并紧紧拥抱在一起。

“尊敬的王先生，我听玛丽女士说
到你在 1945年营救潍县集中营的美国
公民的事情。对于你的勇气和冒着生命
危险帮助解救美国公民的事迹是不能
在一封信中就足以表达感谢之情的
……”整齐的字迹，通顺的表达，这段话
正是来自王成汉老人的一份“翻译稿”。

“这是我早上刚刚翻译好的‘感谢
信’。这一次玛丽女士一共带来了 18
位潍县集中营难友的感谢信。”王成汉
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和玛丽见面时，他
还用英语念了其中几封感谢信。想起曾
经战斗的日子，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空中营救至今难忘

那一天的救援，从跳伞开始。
王成汉告诉笔者，“我在受训时虽

说学过跳伞，但那只是陆地上的模拟训
练。直到执行营救任务，我才在空中第
一次参加跳伞。刚出舱时，我就‘呼’地
一下子被气流冲到飞机后面去了，人一
下子就迷糊了。迷糊中降落伞自动打开
了，那带子一下子把我拉醒了。”

“还好，下面有两米多高的高粱地，
于是就顺利落地了。我们 7个人集结完
毕，一起向集中营进发。”他说。

这一天，玛丽女士也有着令她难
以忘怀的故事：

“1945年8月17日，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那一天。”玛丽曾在回忆文章中写
到，当天她因为肚子不舒服正躺在集
中营的一间病房里，突然听到窗外传
来像是飞机的轰鸣声，等她奔到窗
口，就看见一架飞机越飞越低，上面
有美军标志。顿时，整个集中营疯狂
了，人们脱下衬衫挥舞着向门外冲

去，玛丽也急忙跑下楼去。“人们互相拥
抱着、欢呼着，有的甚至哭喊着。”

数十年之后，玛丽开启寻找7人救援
小组的“朝圣英雄之旅”。从 1997 年开
始，她陆陆续续找到了在美国的4位小组
成员以及两位的遗孀。对于要在 13亿人
中寻找到一位叫“王成汉”的英雄，她
并没有信心。

“机缘巧合，我在我的孙子去美国留
学前告诉了他我的经历，他表示有机会
会帮我寻找剩下的队友和过去曾关押在
集中营的侨民。他也只是偶然用谷歌搜
索相关内容，结果看到了玛丽在网上的
信息，于是就尝试着联系，没想到还真
是找到了人。”王成汉老人这样表示。

英雄故事值得传扬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潍县集中营解
放 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来自挪威的哈
康耶夫里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参与集中营
解救行动的王成汉。在他的眼中，王成
汉是个大英雄。

其实，参与帮助、营救欧美侨民的
中国人，不只是王成汉。比如时任潍县
广文中学校长的黄乐德听说这一情况
后，凑钱托人先带进集中营应急。随
后，他又想尽一切办法为集中营筹集到
10 万美元，通过中立国瑞士使馆将买来
的食品和药物送进集中营。

除了解决食物问题，中国人还曾帮
助过难民成功越狱。“比如中国籍的掏粪
工人，他们是少数能够经常出入集中营
的几个中国人。”王成汉告诉笔者，“他
们将小纸条塞到自己的耳朵里、鼻孔
里，帮助侨民秘密向外传递信息，联系
上中国抗日游击队，帮助恒安石和狄兰
两人成功越狱。”

70 多年过去了，不论是曾经“鸭子行
动组”的队友，还是“王成汉”们当年所营
救的孩童，如今都已白发苍苍。不过这些
亲历者仍记得二战时期中国最大的集中
营——潍县集中营这个地方。

“在2015年潍县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
纪念活动上，12位幸存者带来了80多名子
孙后代来到现场。他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情
有着深刻的记忆。”91岁高龄的王成汉说着
话，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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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李国利、杨欣） 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
长征二号 F T2 火箭及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6日安全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场，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这标志着我
国新一轮载人航天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这2枚火箭在按流程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后，
于3日从北京启程，经铁路运输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
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计划于9月中
旬实施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将于10月中旬发射。

我新载人航天任务进入发射准备我新载人航天任务进入发射准备
本报北京8月6日电（蒋建科、刘辉） 6日0时22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了天通一号01星。这是我国首颗移动通信卫星，也被誉
为“中国版的海事卫星”。其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进入到了
卫星移动通信的手机时代，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航天
人30多年来的夙愿，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介绍，天通一号卫星基于我国成熟的东方红四号
卫星平台研制。在技术层面，我国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进
入了地球同步轨道移动通信卫星俱乐部，在国际移动通信
卫星系统和铱星系统之外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
移动通信系统。自此，我国在新载荷、大平台的研制与
应用等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中国深渊探索爱好者参观“张謇”号

中国版海事卫星成功发射

8月7日，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0名深渊探索爱好者乘坐“兰金”号
科考船，在所罗门海新不列颠海沟附近海域与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
母船“张謇”号会合，并登上“张謇”号参观，与科学家们一起体验深渊
探索。图为“彩虹鱼”项目团队科研人员 （右一） 向深渊探索爱好者介绍
万米级着陆器。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报复美
国限制日裔美籍人士在美国本土活动，
1942年 3月，日军设立潍县集中营，关
押了2008名欧美侨民（后来交换战俘时
释放了500名），其中包括327名儿童。

潍县集中营是当时设在中国的最大的
外国人集中营，关押人员有曾任蒋介石顾
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
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后来担任美
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
英国著名运动员、奥运会400米短跑冠军
埃里克·利迪尔等。

1945年 8月17日，该集中营被解放，
被囚禁的外国人大多返回祖国。

【延伸阅读】

潍县集中营

张梦雪为中国军团夺首金张梦雪为中国军团夺首金
中国目前获一金两银三铜中国目前获一金两银三铜

本报巴西里约热内卢8月7日电（记者
张保淑） 截至当地时间 8 月 7 日 12时，里约
奥运会中国奥运军团夺得一金两银三铜。在射
击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梦雪
以199.4环的成绩获得金牌，为中国军团夺得
本届奥运会首金。

孙杨以 0.13 秒之差不敌澳大利亚霍
顿，获得男子子 400400米自由泳银牌米自由泳银牌。。杜丽和易杜丽和易
思玲分别获得女子思玲分别获得女子1010米气步枪银牌和铜牌米气步枪银牌和铜牌。。
庞伟夺得男子庞伟夺得男子1010米气手枪铜牌米气手枪铜牌，，孙孙一文夺得一文夺得
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女排女排 22︰︰33不敌荷不敌荷兰兰
队队，，女足以女足以 22︰︰00击败南非队击败南非队，，获得小组赛首获得小组赛首
场胜利场胜利。。男篮男篮6262︰︰119119不敌美国男篮不敌美国男篮，，女篮小女篮小
组赛组赛首轮首轮6868︰︰9090负于加拿大队负于加拿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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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北京时间8月7日2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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