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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将出席亚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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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9 日电 （记者严瑜） 中宣部副部
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 9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 5 月 15 日在北京隆
重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
发表主旨演讲，并出席有关活动。
据了解，此次大会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
运共同体”
，
包括开幕式、
平行分论坛、
亚洲文化嘉年华、
亚洲文明周活动四大板块，
涉及相关活动 110多项，
充分
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徐麟说，大会邀请了柬埔寨、希腊、新加坡、
斯里兰卡、亚美尼亚、蒙古国等国家领导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亚洲 47
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文化、教
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域的代表共计
2000 余人将参加大会开幕式和分论坛。
“大会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覆盖了亚洲各个国
家，又向世界各文明开放，体现了兼收并蓄、共同进步
的文明理念。”徐麟说，希望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
个平台，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
的文明成果，同时更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
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今年继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中国
举办的又一场重要外交活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
际盛会，将进一步推动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
鉴，在取长补短中实现共同进步。
徐麟说，大会将在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基础上，发
布有关会议文件，展示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在
媒体、智库、旅游、影视、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将签署
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果
和研究报告，拿出落实会议成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的具体务实措施。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两项涉台法案，分别
是“2019 年台湾保证法案”及“重新确认美国
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一贯把美国
视为靠山的民进党当局自然喜出望外，少不得
弹冠相庆击掌欢呼一番。但他们高兴得未免太
早了，诚如岛内外舆论所指出，台湾的前途系
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中华民族的
强盛，民进党当局挟美自重，将台湾带向危险
的境地，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近年来，作为“亲台”势力大本营的美
国国会，“台湾牌”越打越频繁。从去年的
“台湾旅行法”“2018 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到最新这两个法案，美不断抛出所谓的“挺
台”主张，意欲使台美军售常态化、把台湾
纳入双边军事演习，要求高阶将官驻台，推
动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
会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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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本报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广昕在北京冬奥组
委实习时留影。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特别是高校学子中间引发强烈反
响。本报记者采访了 3 名高校学生，听他们讲述奋斗不息
的青春故事。

“参军让我信念坚定”
2017 年 4 月 8 日 17 时许，亚丁湾索科特拉岛西北海
域，一艘图瓦卢籍货船遭遇海盗登船袭击，19 名外籍船员
生命岌岌可危。当时就在附近的中国海军第二十五批护航
编队 16 名特战队员快速出击，经过 7 小时惊险营救，成功
将船员解救并首次抓捕海盗。
在这批护航编队成员中，1994 年出生的北京大学学生
宋玺是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虽然因为我是女孩子，在
后方负责保障，但当时心也非常焦灼不安，数着秒盼着战
友平安回来。”宋玺说，“我最自豪的时刻，就是听到被解
救的外国船员举着中国国旗，竖着大拇指对我们说
‘Thank you，China’。”
虽然已过去两年多时间，但如今已成为北京大学心理
与认知科学学院临床心理学专业 2018 级硕士研究生的宋
玺，依然会经常回忆起那段特别的时光。
从北大校园到参军入伍，从加入海军陆战队到赴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宋玺用奋斗书写着无悔青
春。
“当兵就当最好的兵。”为了能被分配到自己向往的海
军陆战队，在新兵训练基地，宋玺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训
练计划：五公里越野、攀爬铁丝网……训练量都是别人两
倍。在随编队访问期间，她除了进行日常特战训练外，还
作为舰员代表参加多项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展现了中国海
军良好形象。

我和我的祖国③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清华大学学生科协主席乔畅 （前左二） 和主
席团成员在清华“挑战杯”吉祥物前合影。

北京大学学生、原海军陆战队某旅女子侦察队
队员宋玺在训练。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
才之基。军旅生活让我体会到，爱国也体现在一些小事
上。也许当时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些事确实是
祖国所需要的。”宋玺说，爱国情怀能够帮助青年人克服
身上的浮躁。
装扮清爽干练、说话干净利落，如今的宋玺依然保留
着一股军人气质。她说：“参军让我成长为一个勇敢坚
强、信念坚定的人，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让理想信
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

“奋斗的青春才充实”
不用线就能充电的无线充电设备、模拟医生操作的血
管介入手术智能机器人……“五一”前夕，这些由清华大
学学生研发的“黑科技”，在该校第三十七届“挑战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展上展出，吸引了该校和北京市中
小学师生等上万人参观。
展览承办方是清华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为办好这
次展览，该协会主席、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二年级学生
乔畅已忙碌了几个月。
虽然很累，但乔畅觉得很值得。在策划展览过程中，
他接触到很多同学：有的对科研一丝不苟，不怕困难；有
的对创业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的创新成果能够改变世界。
“清华‘挑战杯’有个口号：挑战是一种信仰。同学们挑
战未知、不怕困难的创新精神，也不断激励着我。”
不仅当组织者，乔畅自己也是科创达人。在大学本科
时，他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发现，当无人机进入
一些复杂地形例如森林时，无法全面识别周边环境。能否
在无人机上空增加一些无人机，把采集信息传递给下方无
人机呢？为此，他召集 4 名同学，一起研究无人机机群协

同。他们从零做起，不断钻研技术、优化项目，连续鏖战
两个月，最终在“挑战杯”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奋斗的青春才充实。”乔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
才是青春的感觉，大家也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乔畅如今的研究方向是脑科学和人工智能。“前几天
我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有了更大动力，也感到
巨大鞭策。我一定努力奋斗，将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相
互结合、相互促进，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强国时代，奋斗最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2018 级硕
士研究生刘广昕，也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让她
感受最深的是肩负的责任：“在新时代理解五四精神，就
是要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不辜负党的期望，以民族复兴
为己任。”
今年 1 月开始，刘广昕经过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组委会分别选拔，成为该校首批驻会志愿者，参
与到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工作中。由于英语能力突出，
她主要负责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定期召开电话会议，
就赛区生态环境保护、低碳、采购等工作进行沟通，“每
天忙是忙，但很充实、很有收获。”
北京冬奥组委是一个国际化平台。刘广昕发现，有的
年纪大的同事长期坚持自学英文，超过一半同事参加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相关工作，如今为了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又从四面八方甚至国外辞职回来了。“他们展现出的
奋斗、奉献精神，让我很受触动。”
“强国时代，奋斗最美。”刘广昕说，奋斗是青春最亮
丽的底色，“在年轻的时候奋斗了，等到年老再回想起这
段时光时才不会后悔。我会一直奋斗，不给青春留遗憾。”

我所了解的利比亚撤侨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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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40 年，总有一些故事永远铭刻在脑海，并不时
闪现。2011 年，利比亚政局突变，中国政府在 8 天时间
内，从遥远的非洲，将近 4 万名同胞安全撤回祖国。作为
这一事件的文学记录者，我常被下面的几个情景感动——
2011 年 2 月 26 日，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拉斯杰迪尔
口岸，成千上万的华侨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往这里赶来。这
是一支奇特的队伍，他们整齐划一乘车而来，显得纪律严
明、训练有素，但他们乘坐的车辆却是五花八门，有卡
车、面包车、拖斗车，甚至还有当地的警车。很多中资公
司跟当地人关系非常和睦，利比亚地方武装和军队听说为
他们盖房子的中国朋友要离开了，专程来欢送，场面很是
热闹。
上万人的队伍要出境，手续复杂，时间是用分秒计算
的，因为延缓一个小时、几十分钟，都有可能造成无法估
量的生命安全问题。怎么办？现场总指挥、外交部撤侨小
组负责人费明星沉思片刻后，找到中资企业的所有领导并
下达命令：“你们现在每个单位就是一个战斗团，必须加
强组织，否则就会节外生枝。所有队伍都在那边空地集合
整队，以中国国旗为中心。行动！”
这一天，拉斯杰迪尔口岸，在数万名各个国家难民面
前，中国公民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气概昂扬，精

彭训文

神焕发，展示着独有的风采。他们肩上挎包，手握中国护
照或者回国证明，一个个像刚入伍的新兵，虽然服装五颜
六色，个头高矮不一，但他们的步伐坚定有力，步调一致
地向着祖国的方向迈进。
这是撤离出境吗？这简直就是一场阅兵式！
这是人心惶惶的难民队伍吗？这简直就是钢铁长城！
利比亚海关人员看呆了！边境军警看呆了！成千上万
疲惫不堪的难民看呆了！他们都被眼前这支整齐的队伍震
惊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你们为什么能让中国人出去，却不让我们出去？”海
关大厅内的其他国家难民开始羡慕，责问利比亚海关人
员。“你们的国家派人来组织你们出境吗？”海关人员反问
道。没有人回答。
这一天，共有 9200 多名中国同胞从拉斯杰迪尔出境。
露宿沙漠露营地，饥寒交迫，费明星与队友们肩靠着
肩，一边啃着方便面和火腿肠，一边望着夜空偶尔露出的
几颗星星，商量着新一天的工作。“不管有什么困难，我
们都不能让一个同胞留在这危险的国土上！”
27 日凌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向费明星传来紧急指
令：
“ 中铁十一局的 40 多辆车被边防军扣留，你们马上派人
过去营救！马上！”原来，这支撤离车队在经过利比亚边防

时，边防关口关闭了。好不容易协调过了边防，又在拉斯杰
迪尔口岸被截住。利方海关人员听说 1000 多名没有护照的
中国人想出关，头摇得像拨浪鼓。
“ 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们是
中国人呢？”面对一张又一张东方脸孔，边防司令问。
所有人都一筹莫展，这时，队伍中有一位工人模样的
人走到费明星面前，说：“我倒有一个办法，能够迅速找
到我们的同胞。我们一起唱中国国歌！”
对啊，妙极了！快快，集合队伍！
中国同胞重新排列成一个个方队，再度整装向关口前
进。这回，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高唱着中国国歌阔步向
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
着发出最后的吼声……”1000 多名中国人也不知哪来的力
量，那高亢歌声充满了激情。
在场的人都被镇住了，“中国人，中国人！”利方警察
鼓起掌来，滞留在关口的几万名不同肤色的难民们一起鼓
起掌来。啊，这一刻，做一名中国人多自豪啊！泪水从人
们的脸上流下来，国旗猎猎，国歌嘹亮，我们是中国人！
那泪让地中海的浪涛跟随着中国人的欢呼一同起舞、
欢腾。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台当局挟美自重必自食恶果
■ 王

平

在中美建交 40 周年之际，两国关系摩擦
偿失。美方不断挑动台海敏感神经，持续向
律约束力，做或不做，美国政府掌控着松紧带
加剧，所谓“中国威胁论”再次沉渣泛起。 “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为求自身利益， 和制动阀。台湾对美国而言，不过是中美博弈
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严重偏差，将中国视为主
伤害两岸中国人利益福祉，中国政府和中国
中的筹码和棋子。筹码是可以交换的，棋子是
要竞争对手的言论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 人民决不会坐视不理。
可以牺牲的，如果有谁相信棋手会把筹码和棋
美国将台海问题作为抓手，通过打“台湾
美国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台湾当局的
子当朋友和亲人，那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牌”在双边关系中增加筹码。
“联美抗中”则更加危险。如果说美国打“台湾
但民进党当局为了延续政治生命和实现
但是，美国需要认真考虑打“台湾牌” 牌”是带着手套火中取栗，台湾就是那双手套。 “台独”迷梦，恨不得把全副身家押宝在美国身
的后果。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
民进党当局至今不愿正视的是，美国种种
上，甘当美国“以台制华”的马前卒，大事小情
人民民族感情，毫无退让、妥协或交易的空
对台承诺，犹如“渣男”的甜言蜜语，几乎都不
仰美国之鼻息：高价购买美国旧武器，冤大头
间。美国目前的做法更多地停留于恐吓和擦
会兑现、不能兑现，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而
当得感激涕零；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
边球性质，但若玩过界擦枪走火，必将得不
已。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对政府不具法
战攻势，下令限制购买大陆电子产品和原材

料；一边坚拒两岸服贸、货贸协议，一边幻想跟
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民进党挟洋自重，
加剧了台海局势的动荡不安，并将台湾带向危
险的境地，自然遭致岛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
台湾买美国武器，买不来台海和平；台
湾被美国利用，只会自陷险境。民进党当局
一边将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边制造
“美国会帮忙”的弥天大谎。对此，台湾同胞
必须看清真相，拒绝为挟美自重者的愚蠢行
径埋单！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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