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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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己亥年三月初五

今日12版 第10612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 己亥年三月初五

今日12版 第10612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张晓
松、林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上午在参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
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全国动
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
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 10 时
30 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
永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
市森林公园内，面积约500亩。这一地
块原来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迁腾退后
用于绿化建设，未来将成为群众放松休
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
植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看
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北京
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
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锹铲土、
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
木、碧桃……习近平接连种下 7 棵树
苗。他一边劳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
员询问学习生活和体育锻炼情况，叮嘱
他们从小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
识，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丽，祝他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
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培

土、拎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干部群
众交流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
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
国植树节设立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
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
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
位。同时，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
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
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爱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
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要全国
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
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
开展义务植树。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
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
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
季常绿、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
加强森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4 月 8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图为习近平同
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本报北京4月8日电（记者杜一菲） 国家
副主席王岐山 8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哈萨克
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

王岐山表示，中哈是好邻居、好伙伴，两
国关系始终高水平运行。在习近平主席和纳
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
下，双方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共
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国
际协作高效紧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统托卡
耶夫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好朋友。相
信在两国领导人指引下，中哈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将继续保持蓬勃发展良好势头，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马西莫夫表示，哈中是睦邻友好的战略伙
伴，发展对华关系是哈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哈
方愿与中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史竞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
者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丛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主要观点、精神实质，阐明这一思想为
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
献，分析这一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呈现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
伟大意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上下
功夫，力求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

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出版发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出版发行

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习近平：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王岐山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安委主席

4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启欧
洲之行。就在 3 月下旬，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三国进行国事访
问。中欧互动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看点。

事实上，中国对大国关系和大国责
任有着深层次的思考。4月1日，习近平
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元老会”代表
团时强调，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
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

首先，大国要形成共同的归属感。
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重组过程中，有
些学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
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发生
冲突。“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担心，新兴
大国如果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
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
混乱和安全失序。上述思维根植于零和
博弈，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中
国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创造
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拒绝走近
代以来弱肉强食、大国争霸的强权政治
老路，强调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
进一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来解决，指
出各国对人类长远未来都承担着一份责

任。同在地球村，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大国
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恃
强凌弱的霸道行径；国家间出现矛盾和
分歧，要通过平等协商处理，以最大诚
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

其次，大国要树立应有的责任感。
大国的体量和影响力，决定大国行为更
容易产生溢出效应，大国关系也时时牵动
国际社会神经。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之一。美方学界担忧，如果中
美冲突，整个世界就会分裂，因为每个国
家将不得不选边站队。因此，中国希望中
美能够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
同发展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
关系，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期
性。另外，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中美应相互合
作，成为国际难题的解决者和全球治理的
推动力。大国不应成为麻烦制造者和冲突
策动者。

最后，大国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
历史证明，单一霸权国家主导全球公共
产品供给的模式，不仅未能有效维护世

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稳定，反而可能导
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不均。当前，
以“领导国”自居的大国甚至不愿为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力量，引发人们对
全球体系陷入衰退的担忧。此时，中国
坚持开放合作，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
多边主义，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合作思路，
创新合作模式。倡议源于中国，成果属
于世界，凸显中国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以身作则，践行大国特殊的责任
担当。同时，中国推动以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大国
关系，致力于实现大国协调合作。大国和
睦相处，共担责任，是人类社会之福。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

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
■ 苏晓晖

4月8日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公园
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习近平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以十八大以来的年份为例，每年习近平都种树。在

出访时，习近平也常种下一棵树，为两国关系增色。
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官网海外网 4月 8日联合推

出的 《习近平种过的树》 短视频受到网民欢迎，今
天刊出该短视频的二维码，与读者分享。请扫描二
维码观看。

《习近平种过的树》短视频推出

本报布鲁塞尔4月8
日电 （记 者 吴珺、白
阳） 经中欧双方商 定 ，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当
地时间 4 月 8 日下午乘
专 机 抵 达 比 利 时 首 都
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将
同欧盟领导人举行第二
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
虹 ， 国 务 委 员 兼 外 交
部 长 王 毅 ， 全 国 政 协
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欧
盟和比利时政府高级官
员，中国驻欧盟使团团
长张明、中国驻比利时
大 使 曹 忠 明 等 到 机 场
迎接。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抵达布鲁塞尔

离京赴布鲁塞尔举行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赴克罗地亚
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

当地时间4月8日下午，经中欧双方商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
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将同欧盟领导人举行第二十一
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记者 高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