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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青岛蔷薇飘香，绿柳含烟。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即
将在这里举行。

作为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进入发展关
键期背景下举行的会议，青岛峰会具有继往开
来的重要意义，必将汇聚全球目光。

■ 命运与共，联合自强
协力打造命运和利益共同体

这是一个人口占世界近一半、面积超过欧
亚大陆 60%、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球 20%以
上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成立 17 年来，在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
发展的“上海精神”指引下，上合组织在风云
变幻中稳健成长，团结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
务实合作持续拓宽，朋友圈日益扩大，日益结
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5 月 26 日清晨，山东青岛胶州的中铁集装
箱青岛中心站。伴随着响亮的笛声，满载电子
产品、茶叶等货物的“青岛号”中亚班列从这
里出发，10多天后，它将抵达目的地——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

自 2015 年以来，“青岛号”中亚班列已累
计开行3000多列，一批批“中国制造”经阿拉
木图，进入中亚五国。这条海铁联运物流大通
道，是上合国家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共商、共
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朋友圈的生动缩影。

去年 12 月 5 日，中国厦门，一场上合组织
网络反恐联合演习在这里上演——

某国际恐怖组织成员逃窜到上合组织成员
国，通过社交网络散布信息，招募成员实施暴

恐活动。获悉情报，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
立即展开联合行动，及时捕获互联网上的煽动
信息，调查、研判，查明恐怖组织成员身份、
活动地点，并成功实施抓捕。

自上合组织成立之日起，共同打击境内外
“三股势力”、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始终是其合作
的优先方向。上合组织安全合作不断走稳走
实，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 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树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17年来，上合组织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为
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正如
习近平主席所说，成员国全面推进各领域合
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
用，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新鲜血液的加入，印证了上合组织的感召
力和凝聚力，助推合作升级——

去年 6 月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正
式接收印度、巴基斯坦为成员国，实现成立以
来的首次扩容。

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朋友圈”进一步
扩大，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地域范围延展至
南亚。扩容后的上合组织未来不仅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平台，而且将连接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联动亚欧两大市场，打造互联互
通新格局。

目前，上合组织有8个正式成员国，4个观察
员国，6个对话伙伴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数量的不断增
多，证明上合组织有强大的生命力。”哈萨克斯
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康斯坦丁·瑟罗耶
日金说，上合组织非常注重与其他国际和地区
组织的交流合作，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方针。

■ 中国引领，各方期待
青岛峰会见证上合组织合作新起点

“中方将认真履职尽责，同各方一道，努力
给各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携手创造
本组织更加光明的未来。”一年前，在中国接任
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之际，习近平主席作出庄
严承诺。

一年来，中方主席国工作主题鲜明，主线
突出，引领上合组织成员国推动合作进程，明
确合作方向，积极为青岛峰会进行成果准备：

——成功举办外交、国防、安全、司法、
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 160 余项会
议和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完善上合
组织合作机制付诸“中国行动”。

——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等区域合作倡议以及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等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上合组织
经济合作贡献“中国方案”。

——今年的峰会将发表青岛宣言，有望批
准 《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未来 5年实施纲要和未来 3年打击“三股势力”
合作纲要等文件，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必将留
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谭晶晶、
许可）

迎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凝聚团结互信新力量

新华社北京 6月 4 日电 （记者温馨、高
帆）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 3 日表示，
中国为翻开上合组织历史新篇章发挥了重要作
用，青岛峰会将成为该组织发展进程中具有历
史意义的里程碑。

阿利莫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肯定中国
在上合组织发展历程中作出的贡献。他说，伴
随上合组织 17 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在合作理
念、发展思路、目标设定上引领多边合作，也
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具体方案，承担更多责任。
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上合组织发展成为

以“上海精神”为指引的新型区域组织。
据阿利莫夫介绍，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

国一年来，中方积极推动并成功举办了涵盖安
全、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的重要机制性
会议及大型多边活动，有力促进了各成员国间
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

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首次扩员后的上
合组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阿利莫夫说，中国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有助于
解决当前的国际问题，更彰显了对未来的责任

担当”。
阿利莫夫说，上合组织秉

承“上海精神”，在亚欧大陆
形成了一种开放、互信和相互
尊重的关系模式，成为成员国
深化睦邻友好、加强多层次互

利合作、打造更加紧密命运共同体的典范，“这
将再次在青岛峰会上得到体现”。

他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拥有丝路文明结下
的友好情谊，也建立了当代世界格局中互利合
作、守望相助的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
在阿斯塔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
上合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成为“一带
一路”框架下相关国家实现战略对接的重要平
台。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
青岛峰会将进一步推动该倡议的落实。

本报济南6月4日电（记者潘俊
强） 为深化上合组织人文领域交流，
让外国友人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和齐鲁
文化风采，6 月 2 日至 3 日，山东曲
阜举办了“相约上合·感知山东——
上合组织主流媒体孔子故乡行”活
动，来自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兹别
克斯坦、阿富汗等 14 个国家的 40 多
位新闻官员及主流媒体负责人来到孔
子故里曲阜参观访问。

“迎宾，起乐——”2 日晚，在
尼山圣境，身着汉服的外国友人，按

照鸣赞官指引，举行汉代定食礼。尼
山食礼是曲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对中华传统饮食礼乐文明体系的重
建。随后，外国友人相继体验手抄

《论语》、解鲁班锁、焚香抚琴等文化
活动。3日，上合组织主流媒体团在
金声玉振广场，听取了尼山圣境项目
介绍并参与了礼拜先师仪式。上合组
织主流媒体团一行还到曲阜市尼山镇
圣源村，参观了新时代文明传习中
心 ， 跟 村 里 的 孩 子 们 学 唱 《游 子
吟》，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感
知乡村儒学创新传承与发展。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青岛峰会将成为上合组织发展里程碑

上合组织主流媒体孔子故乡行举办

本报北京6月4日电 （记者潘旭涛）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常态化督查巡查的指示要求，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脱贫
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 的规定，日
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启动 2018
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决定于6月—
9 月，分 3 批、每批 7 天—10 天对中西部

22 省区市开展督查巡查。22 个督查巡查
组均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带
队，抽调有关单位人员组成，并邀请各
民主党派中央派员参加。

本次督查巡查的主要任务是，对
2017 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巡
查，指导地方改进推动工作。督查巡查

主要采取实地调研、暗访抽查、受理举
报等方式进行，要求不提前打招呼，深
入一线、直插基层、进村入户，到县随
机抽取乡村，察实情、听真话，确保掌
握鲜活真实的第一手情况。督查巡查将
坚持问题导向，直奔主题、直面问题，
把督导问题整改落实作为重中之重，推
动整改工作取得实效。要求被督查巡查
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扎实整改问题上，
如实提供资料和有关情况，全力配合督
查巡查组的工作。

2018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启动

本报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电
（高唐）“致敬邬达克，‘一带一路’
畅想”中国文化活动日前在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启动。作为此活动项目
之一，中国上海美术家画作展览暨音
乐会同时举行，展览和音乐会还将在
匈牙利举办。

著名国家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
1893 年出生在奥匈帝国兹沃伦州首
府拜斯泰采巴尼亚一个建筑世家，因
为战乱四处流亡。1925 年，32 岁的
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
事务所。从此，塑造了“融贯中西”
的经典上海风，铜仁路上的“绿房
子”、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沐
恩堂，这些从上世纪初就矗立在上海
的建筑，不论是国际饭店当年的“亚
洲高度”，还是光明戏院名噪一时的

“巨大落地窗”，都和这个叫作邬达克
的匈牙利建筑师相关。

中国上海美术家画作展览的策展
人、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在邬达
克人生最困难最低潮的时候，上海接

纳了这位游子。同时，他也把自己一
生的心血和才华献给了上海。”据统
计，目前在上海有100多处建筑由邬
达克设计。它们像灿烂的星斗点缀着
上海，至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万种风
情，成为上海的历史文化地标。

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说：
“今年是邬达克抵沪 100 周年、诞辰
125周年、逝世60周年。为纪念邬达
克这位文化使者，我们举办‘2018
邬达克年’，有关邬达克的主题文化
活动达26场次之多。”

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林琳、上海
市副市长陈群、布拉迪斯拉发州副州
长米库拉什·克利佩尔、布拉迪斯拉
发老城区区长斯特维切克出席了“致
敬邬达克，‘一带一路’畅想”项目——
中国上海美术家画作展览暨音乐会。

本次活动由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
中心、斯洛伐克建筑师协会、布拉迪
斯拉发州政府、布拉迪斯拉发老城区
政府主办，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
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支持。

“致敬邬达克，‘一带一路’畅想”活动揭幕

图为斯洛伐克观众在参观中国艺术家作品展览 刘素华摄

◀图为武警官
兵在汗马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扑火。

张 枨 毛亚团
摄影报道

▼图为武警官
兵乘坐运输机开赴
火场紧急驰援。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武警官兵扑救大兴安岭火灾武警官兵扑救大兴安岭火灾武警官兵扑救大兴安岭火灾

自6月1日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北部原始林区奇乾林业局阿巴河林场先后因

雷击发生森林火灾。火灾发生后，自治区防火指挥部

立即调集森林武警和专业灭火队员投入灭火作战。由

于火场地处原始林腹地交通不便，加之火场气温高、

树木含油脂量较高，火灾扑救难度大。

6月3日23时，阿巴河林场实现全线合围，外线明

火已全部扑灭，但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火场目前仍

在燃烧，已越界进入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一周年之际，来自印度、赞比亚、埃及、白
俄罗斯、摩洛哥、阿富汗等 51 个国家的不同
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 73 名优秀
青年代表，不久前齐聚“星城”湖南长沙，
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长沙市承办
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

相会在“一带一路”

5月 21日下午，“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
遗产论坛中外青年联谊会在位于湖南长沙的
李自健美术馆举行。

在联谊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各国青年代
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新朋
友——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国家，由
组委会打乱顺序分发到场内，然后再到场内
寻找持有自己名字卡片的伙伴，最后，相互
认识的代表要两人一组站上主讲台，把自己
的新朋友介绍给在座的所有人。

这场别出心裁的见面会，迅速点燃了场上
的氛围。身着和服的日本代表克里斯汀娜·安
田在介绍自己的英国伙伴时打趣说：“大家看
这位身穿蒙古袍的小伙子，他是我们的新朋友
乔治。刚才他对我说，作为一个穿着蒙古袍的
英国人，他这么打扮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草
原英雄，然后骑马沿着丝绸之路跑个来回。”

“写给天空的最美情书”

5月22日晚，长沙为前来中国参加活动的
青年代表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晚上 8 时，橘子洲头上空烟花绽放，为
2018 “一带一路”创意与遗产论坛量身打造
的数字光电烟花秀准时上演，给各国青年代
表献上了一封“写给天空的最美情书”。

望着那七彩交替、光芒照亮夜空的绚丽
景象，来自柬埔寨的青年代表瑞克斯美对记
者说：“长沙的烟花美得令人震撼。这是科技
与文化、创意与遗产的完美融合。”

不只是烟花，为了让这些外国青年深刻
体会中国文化，长沙做足了准备。在论坛开
幕式上，撷取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等

“最长沙”文化符号的多媒体艺术风物秀《原
本长沙》，通过数控空间艺术，运用升降与轨
道移动冰屏、全息纱幕、升降光影盒等手
段，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瑰宝进行了全
景式展现。在非遗艺术展上，与会青年代表
们与铜官窑瓷器、湘绣、棕编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亲密接触，在这些从历史中传承至今的
中国古典艺术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风采。

“只有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到丝
绸之路的历史悠久。”来自印度的吉塔说。

青年大有作为

赞比亚代表约瑟夫科姆斯激动地对记者
说：“中国的繁华令我惊叹。我想有朝一日，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帮助下，我的国
家也能出现像长沙这样繁华的城市。”

“我觉得每个‘一带一路’上的城市都应
该像长沙一样，找到自己的支柱型产业和特
色。”在5月23日下午召开的“一带一路”青
年创意与遗产论坛成果说明会上，来自以色
列的青年代表吉迪恩·施默林这样说。

在说明会现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青
年代表就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发展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激起脑海中层出不穷的“创意风暴”。

“‘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最宝贵之
处，在于让我们懂得宽容和包容的根源，这个根
源就在于互相了解，找到我们到底有什么共同
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欧敏行表示。

“对于青年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的束缚，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容易欣赏交流
互通的文化。”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秘书长秦昌威对本报记者说，“我们邀请‘一
带一路’参与国家的青年来参加活动，让他们建
立友谊，从相互不同的文化中吸收宝贵的思想，
求同存异，从而建立‘一带一路’更好的民心基
础，为未来持续建设‘一带一路’做好准备。”

种下民心相通的种子
本报记者 杨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