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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2日电（记者李伟红）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
罕默德。

李克强表示，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海
湾方向的重要合作伙伴。建交 35 年来，中
阿关系与合作稳步向前发展，双方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尊重
和支持。习近平主席去年成功访问阿联
酋，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阿方继续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
展战略对接，深化全方位合作，更好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李克强指出，中阿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
作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不断发
展的产业，当前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着力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阿
已经开展不少成熟合作，欢迎阿方主权财富
基金、私人资本等继续加大对华投资，争取更
多互利共赢成果。中方愿同包括阿联酋在内
的海合会国家共同推进中海自贸区谈判，为
促进双方贸易自由化提供更多便利。

穆罕默德表示，阿中友谊牢不可破，两国关
系与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阿联酋对中国经济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同中方深化能源、金融、
科技、航空等领域的合作，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广、更深领域发展。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记者李伟红） 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2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栗战书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阿期
间双方共同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
天习主席同王储殿下举行会谈达成新的重要
共识，共同确定了新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方
向。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中国全国人
大愿与阿联邦国民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围绕
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主线，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
流，促进中阿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加快发展。

穆罕默德表示，我将中国视为第二故
乡，将对华关系置于阿外交优先地位。阿方
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愿全面深化两
国各领域合作和立法机构交流。

李克强栗战书分别会见穆罕默德

7 月 22 日，一批音乐爱好者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黄
龙洞、金鞭溪等景点奏响《我爱你中国》、《我的祖国》，在峰林田园
间以“致敬祖国”音乐快闪的形式拉开了 2019 黄龙音乐季的序幕，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音乐季将吸引数万名海内外游客及广大
音乐爱好者在张家界充分享受峰林田园音乐之美。

邓道理、吴勇兵摄影报道

《我的祖国》响彻张家界峰林田园

新华社贵阳7月22日电 7月18日至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党史国史教育、民族团结教
育，在全社会唱响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
代的昂扬旋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伟
大革命精神，奋力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

调研期间，黄坤明先后来到遵义市、黔
南州、贵阳市，瞻仰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
战斗遗址、邓恩铭故居，深入社区、农村和
宣传文化单位，了解革命旧址保护、爱国主
义教育、旅游发展和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认
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
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结
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始终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和牺牲，大
力宣传新中国建设的辉煌成就，生动展示民
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引导人们从党的革命

史、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中汲取继续
前行的强大力量。要充分发掘重大科技工
程、建设项目的教育功能，广泛弘扬南仁
东、黄大发、杜富国等先进模范的奉献精
神、奋斗精神，展现好各地推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鼓舞
人们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黄坤明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和重
心在基层。要坚持面向城乡群众、突出思想
内涵，深入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积极组织直接为基层百姓
服务的文化活动，传承好多彩的地域文化、
民族民间文化，让人们在文化享受、文化体
验中得到熏陶、受到启迪。要积极推动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依托自然和人文资源，发
展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提升服务品质、规范旅游秩序，增强人们
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创新体制机制，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不断增强吸引力凝聚力，更好服务党和
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群众生产生活。

黄坤明在贵州调研时强调

唱响礼赞新中国 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4 国媒体记者探访新疆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美国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是打着

“宗教自由”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必然归
于失败。

有记者问：美方在举办第二届“促进宗
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期间宣布，将与有关国
家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捍卫宗教自
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美方所作所为遭到全体中国

人的强烈反对，日前，近百名新疆知识分子和
宗教界人士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
其发表涉疆不负责任言论表示强烈愤慨。7
月 19日，中国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
协会、天主教“一会一团”、基督教协会也对美
方攻击中国民族宗教政策表示了强烈谴责。

他表示，事实上美方做法引起了很多国
家的反感和反对，不少国家拒绝参会。印尼
最大穆斯林组织负责人日前公开支持中国政
府在新疆采取的政策，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对

中方的指责是出于政治目的，并不符合事实。
他说，继巴基斯坦、沙特等37国常驻日

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
人权高专，肯定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
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之后，近日又有多个
国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通过联署信函表达
了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至于美方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这不过是美国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推
行自身价值观、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而已，
必然遭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反对，必然四处
碰壁、归于失败。”耿爽说。

“我们奉劝美方尊重事实、摈弃偏见，
不要再将宗教政治化、不要再亵渎宗教的圣
名，不要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要再试图扮
演什么‘世界警察’。”耿爽说。

被誉为“英雄列车”的沈阳至北京 12 次特快列车已走过 60 个春夏秋
冬。1959年7月22日，该车运行到辽宁绥中前卫站附近遭洪水围困，列车
长张敏媛果断指挥乘务人员奋战 3 天 3 夜，保护了近千名旅客的生命安
全。铁道部授予列车“英雄列车”称号。60年里，12次列车累计安全运行
4000多万公里，输送旅客4200多万人次。

图为日前张敏媛（右四）和年轻车长一起交流服务心得。
本报记者 严 冰摄影报道

“英雄列车”60载护佑旅客平安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打着“宗教自由”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必然失败

7 月 14 日 至 22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主办的中外媒体

“走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主题采访
活动在新疆举行。

来 自 中 国 、 美
国 、 俄 罗 斯 、 意 大
利、沙特阿拉伯、土
耳其、日本、伊朗等
24 个国家的记者赴新
疆多地深入采访，与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学员、伊斯兰教教
职人员和各族群众面
对面交流。多国记者
对中国政府依法打击
和预防恐怖主义、保
护 公 民 宗 教 信 仰 自
由、保护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发展经济惠
及民生等方面所做工
作表示认可和赞许。

新华社记者
马 锴摄

土耳其《民族报》记者个格克汗·卡拉卡什 （前右） 在乌鲁木齐
新疆国际大巴扎采访商户。

美国广播公司高级制片人杰瑞·瓦格沙尔 （前左二） 与摄像师罗
伯托·帕拉西奥斯 （前左一） 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大巴扎拍摄。

中外媒体采访团记者在墨玉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拍摄。

本报韩国光州7月 22日电 （记
者孙龙飞） 22 日，在韩国光州举行
的第十八届游泳世锦赛进入到游泳项
目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闫子
贝在男子 100 米蛙泳决赛中以 58 秒
63 的成绩获得铜牌并创造了新的亚
洲纪录，这是继曾启亮在 1998 年世
锦赛该项目摘银之后，中国男子蛙泳
在世锦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闫子贝今年已经三次打破男子
100 米蛙泳亚洲纪录。21 日的半决
赛，他就以58秒67的成绩刷新自己在
6 月份刚刚创造的亚洲纪录，此前这
一纪录由日本名将小关也朱笃保持。

22 日晚的决赛，闫子贝再次以
稳定的发挥把亚洲纪录提高了 0.04
秒，并收获一枚铜牌，这是时隔 21
年后中国男子蛙泳选手再一次站上世
锦赛领奖台。世界纪录保持者、英国
名将亚当·皮蒂以57秒14的成绩获得
金牌。

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叶诗文
以 2 分 08 秒 60 的成绩夺得银牌，继
2011 年世锦赛该项目夺冠后重回世
锦赛领奖台。男子 100 米仰泳半决
赛，卫冕冠军徐嘉余以 52 秒 17 的成
绩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并打破了美国
名将佩尔索尔保持的赛会纪录。

闫子贝世锦赛男子百米蛙泳摘铜

本报北京7月 22日电 （记者陈
劲松） 由中国残联主办的公益电影《加
油吧！老师》首映式日前在京举行。中
国残联宣文部有关负责人、影片人物原
型郑声滔教授、导演林剑文、编剧黄文
川等电影主创人员、演员与残疾人代表
及媒体等100余人参加了首映式。

《加油吧！老师》 讲述了一位轮
椅上追梦者的故事。主人公自小患有
小儿麻痹，经历三次高考，三次考
研，身体上的缺陷不但没有击碎他成
为一名优秀教师的梦想，反而令他越
挫越勇，努力掌握住自己的命运，最
终实现了人生理想。

《加油吧！老师》首映式在京举行


